
歌唱 圣经(100次)

新约(2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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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3)
历史书(5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3) 历代志下(11) 以斯拉记(6) 尼希米记(18)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98次)

以赛亚书(15)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21) 约伯记(4) 诗篇(16)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0)

出15: 1 我要向耶和华~、因他大大战
32:18 所听见的、乃是人~的声音。
民21:17 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
士 5: 3 我要向耶和华~．我要歌颂耶
撒上18: 6 击磬、~跳舞、迎接扫罗王。
撒下19:35 还能听男女~的声音么．仆人
王上10:12 又为~的人作琴瑟．以后再没
代上 6:31 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的事

 6:32 他们就在会幕前当~的差、及
 6:33 哥辖的子孙中有~的希幔、希
 9:33 ~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
13: 8 鼓、号、作乐、极力跳舞~。
15:16 派他们~的弟兄、用琴瑟和钹
15:19 派~的希幔、亚萨、以探、敲
15:22 是~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
15:22 又教训人~、因为他精通此事
15:27 并~人的首领基拿尼雅、以及
15:27 以及~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
16:23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天天传
25: 7 善于~的、共有二百八十八人

代下 5:12 ~的利未人亚萨、希幔、耶杜
 5:13 ~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
 9:11 又为~的人作琴瑟．犹大地从
20:21 就设立~的人、颂赞耶和华、
23:13 又有~的、用各样的乐器、领
23:13 领人~赞美、亚他利雅就撕裂
23:18 又按大卫所定的例、欢乐~．
29:28 ~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
29:28 歌唱的~、吹号的吹号、如此
35:15 ~的亚萨之子孙、照着大卫、
35:25 所有~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
拉 2:41 ~的、亚萨的子孙、一百二十
 2:65 七名．又有~的男女二百名．
 2:70 ~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
 7: 7 ~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
 7:24 ~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
10:24 ~的人中、有以利亚实。守门
尼 7: 1 ~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
 7:44 ~的．亚萨的子孙、一百四十
 7:67 又有~的男女二百四十五名．
 7:73 ~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宁
10:28 ~的、尼提宁、和一切离绝邻

10:39 ~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
11:22 的是~者亚萨的子孙巴尼的儿
11:23 王为~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
12:27 ~、敲钹、鼓瑟、弹琴、欢欢
12:28 ~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
12:28 因为~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
12:42 ~的就大声歌唱、伊斯拉希雅
12:42 歌唱的就大声~、伊斯拉希雅
12:45 ~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
12:46 有~的伶长、并有赞美称谢
12:47 以色列众人将~的、守门的、
13: 5 ~的、守门的、五谷、新酒、
13:10 与~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
伯21:12 他们随着琴鼓~、又因箫声欢
33:27 他在人前~说、我犯了罪、颠
35:10 　神在那里．他使人夜间~。
38: 7 那时晨星一同~、　神的众子
诗13: 6 我要向耶和华~、因他用厚恩
51:14 我的舌头就高声~你的公义。
65:13 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
68:25 ~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
68:32 你们要向　神~．愿你们歌颂
87: 7 ~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
89: 1 我要~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
95: 1 我们要向耶和华~、向拯救我
96: 1 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
96: 2 要向耶和华~、称颂他的名、
100: 2 意事奉耶和华．当来向他~。
101: 1 我要~慈爱和公平．耶和华阿
106:12 们才信了他的话、~赞美他。
119:172愿我的舌头~你的话．因你一
145: 7 要传出来、并要~你的公义。
147: 7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用
传 7: 5 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
赛16:10 必无~、也无欢呼的声音．踹
24:16 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说、
26:19 要醒起~．因你的甘露好像菜
35: 6 哑巴的舌头必能~．在旷野必
35:10 ~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
44:23 应当~、因为耶和华作成这事
44:23 众山应当发声~、树林和其中
49:13 应当发声~．因为耶和华已经

51: 3 快乐、感谢、和~的声音。
51:11 ~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
52: 8 一同~．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
52: 9 一同~．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
54: 1 要~．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
54: 1 要发声~、扬声欢呼．因为没
55:12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
耶31: 7 你们当为雅各欢乐~、因万国
31:12 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又
结40:44 为~的人而设．这屋子朝南．
何 2:15 或作~〕、与幼年的日子一样
摩 5:23 要使你们~的声音远离我．因
番 3:14 应当~．以色列阿、应当欢呼
亚 2:10 应当欢乐~、因为我来要住在
林前14:15 我要用灵~、也要用悟性歌唱

14:15 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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