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 圣经(97次)

新约(20次)
福音书(13)
历史书(4)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4)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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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 ji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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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2)
历史书(12)

预言书(3)

约书亚记(1)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2)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77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18) 耶利米哀歌(7)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4)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9)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3) 诗篇(3) 箴言(7) 传道书(2) 雅歌(1)

创19: 2 说、不、我们要在~上过夜。
申13:16 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市上
书 2:19 凡出了你家门往~上去的、他
士19:15 就坐在城里的~上、因为无人
19:17 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上
19:20 给你、只是不可在~上过夜。

撒下 1:20 不要在亚实基伦~上传扬、免
21:12 将尸身悬挂在伯珊的~市上、
22:43 四散在地、如同~上的泥土。

王上20:34 你可以在大马色立~市、像我
代上26:16 通着往上去的~道上、班与班

26:18 在西面~道上有四个、在游廊
斯 6: 9 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市、
 6:11 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市、
伯18:17 他的名字、在~上也不存留。
29: 7 出到城门、在~上设立座位、
31:32 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上住宿
诗18:42 倒出他们、如同~上的泥土。
55:11 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市。
144:14 我们的~市上、也没有哭号的
箴 1:20 智慧在~市上呼喊、在宽阔处
 1:21 在热闹~头喊叫、在城门口、
 5:16 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上．
 7: 8 从~上经过、走近淫妇的巷口
 7:12 有时在~市上、有时在宽阔处
22:13 狮子、我在~上、就必被杀。
26:13 道上有猛狮、~上有壮狮。
传12: 4 ~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
12: 5 远的家、吊丧的在~上往来、
歌 3: 2 在~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
赛 5:25 他们的尸首在~市上好像粪土
10: 6 们践踏、像~上的泥土一样。
15: 3 他们在~市上都腰束麻布、在
24:11 在~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
42: 2 也不使~上听见他的声音。
51:23 为地、好像~市、任人经过。
59:14 诚实在~上仆倒、正直也不得
耶 5: 1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上、跑
 6:11 我要倾在~中的孩童、和聚会
 7:17 城邑中和耶路撒冷~上所行的
 7:34 和耶路撒冷~上、欢喜和快乐
 9:21 除孩童、从~上剪除少年人。

11: 6 和耶路撒冷~市上、宣告这一
11:13 也与耶路撒冷~道的数目相等
14:16 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道上
33:10 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上、
37:21 每天从饼铺~取一个饼给他、
44: 6 和耶路撒冷的~市上、如火着
44: 9 耶路撒冷~上所行的、你们都
44:17 和耶路撒冷的~市上、素常所
44:21 和耶路撒冷~市上所烧的香、
48:38 和~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
49:26 必仆倒在~上．当那日、一切
50:30 必仆倒在~上．当那日、一切
51: 4 倒、在巴比伦的~上被刺透。
哀 2:11 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上发昏
 2:12 他们在城内~上发昏、好像受
 2:21 都在~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
 4: 5 现今在~上变为孤寒．素来卧
 4: 8 以致在~上无人认识．他们的
 4:14 他们在~上如瞎子乱走、又被
 4:18 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上行走
结 7:19 他们要将银子抛在~上、金子
11: 6 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道。
16:24 顶花楼、在各~上作了高台。
16:31 在各~上作了高台、你却藐视
26:11 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道
28:23 使血流在他~上．被杀的必在
但 9:25 耶路撒冷城连~带濠、都必重
摩 5:16 在各~市上必有人说、哀哉、
弥 7:10 必被践踏、如同~上的泥土。
鸿 2: 4 车辆在~上〔或作城外〕急行
番 3: 6 我使他们的~道荒凉、以致无
亚 8: 4 坐在耶路撒冷~上．因为年纪
 8: 5 城中~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
 9: 3 沙、堆起精金如~上的泥土。
10: 5 上将仇敌践踏在~上的泥土中
太 6: 2 在会堂里和~道上所行的、故
11:16 好像孩童坐在~市上、招呼同
12:19 ~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23: 7 又喜爱人在~市上问他安、称
可 6:56 他们都将病人放在~市上、求
11: 4 拴在门外~道上、就把它解开
12:38 喜爱人在~市上问他们的安、

路 7:32 好像孩童坐在~市上、彼此呼
10:10 接待你们、你们就到~上去、
11:43 又喜爱人在~市上问你们的安
13:26 你也在我们的~上教训过人。
14:21 快出去到城里大~小巷、领那
20:46 喜爱人在~市上问他们安、又
徒 5:15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上、放
 9:11 往直~去、在犹大的家里、访
12:10 就来到临~的铁门．那门自己
12:10 走过一条~、天使便离开他去
启11: 8 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上
21:21 城内的~道是精金、好像明透
22: 1 指示我在城内~道当中一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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