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 圣经(93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4)
历史书(3)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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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静 jìng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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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4)
历史书(13)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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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79次)

以赛亚书(17)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9)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2)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3)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7)
诗歌智慧书(26) 约伯记(7) 诗篇(12) 箴言(4) 传道书(3) 雅歌(0)

创25:27 雅各为人安~、常住在帐棚里
49:15 他以安~为佳、以肥地为美、
出14:14 你们只管~默、不要作声。
申27: 9 要默默~听．你今日成为耶和
书23: 1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不与
士 5:17 亚设人在海口~坐、在港口安
18: 9 你们为何~坐不动呢．要急速

撒上19: 2 小心、到一个僻~地方藏身．
王上22: 3 我们岂可~坐不动、不从亚兰
王下 4:31 也没有动~．基哈西就迎着以

11:20 合城都安~。众人已将亚他利
18:36 百姓~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

代上 4:40 又平~．从前住那里的是含族
22: 8 我必使他安~、不被四围的仇

代下23:21 合城都安~。众人已将亚他利
尼 5: 8 他们就~默不语、无话可答。
 8:11 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默、说、
伯 3:26 不得平~、也不得安息．却有
 4:16 我在~默中、听见有声音、说
26:12 搅动或作平~〕他借知识打伤
29:10 首领~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
29:21 而仰望、~默等候我的指教。
34:29 他使人安~、谁能扰乱〔或作
37:17 南风使地寂~、你的衣服就如
诗 4: 4 里思想、并要肃~。〔细拉〕
35:20 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人。
39:12 求你不要~默无声．因为我在
65: 7 并万民的喧哗、都平~了。
76: 8 那时地就惧怕而~默。〔细拉
83: 1 求你不要~默．　神阿、求你
89: 9 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了。
94:17 助我、我就住在寂~之中了。
107:29 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
107:30 风息浪~．他们便欢喜．他就
115:17 下到寂~中的、也都不能．
131: 2 我的心平稳安~、好像断过奶
箴 1:33 居住、得享安~、不怕灾祸。
11:12 无智慧．明哲人却~默不言。
14:30 心中安~、是肉体的生命．嫉
17:28 愚昧人若~默不言、也可算为
传 3: 7 有时．~默有时、言语有时．
 4: 6 得享安~、强如满了两把、劳

 9:17 宁可在安~之中听智慧人的言
赛 7: 4 你要谨慎安~．不要因亚兰王
14: 7 息、享平~．人皆发声欢呼。
18: 4 我要安~、在我的居所观看、
23: 2 得丰盛的、你们当~默无言。
30:15 你们得力在乎平~安稳．你们
32:18 安稳的住处、平~的安歇所。
33:20 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的居所
36:21 百姓~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
38:13 我使自己安~直到天亮．他像
41: 1 当在我面前~默．众民当从新
42:14 ~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产
47: 5 你要默然~坐、进入暗中、因
57:20 不得平~、其中的水、常涌出
62: 1 我因锡安必不~默、为耶路撒
62: 6 他们昼夜必不~默．呼吁耶和
64:12 你仍~默使我们深受苦难么。
65: 6 我必不~默、必施行报应、必
耶 4:19 我不能~默不言．因为我已经
 8:14 我们为何~坐不动呢．我们当
 8:14 在那里~默不言．因为耶和华
 8:14 使我们~默不言、又将苦胆水
15:17 独自~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
25:37 平安的羊圈就都寂~无声。
49:23 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
哀 3:26 ~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
结16:42 离开你、我要安~不再恼怒。
38:11 我要到那安~的民那里、他们
摩 5:13 必~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
拿 1:11 使海浪平~呢．这话是因海浪
 1:12 海就平~了．我知道你们遭这
哈 1:13 公义的、你为何~默不语呢．
 2:20 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默。
 3:16 我只可安~等候灾难之日临到
番 1: 7 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默无声
亚 1:11 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
 2:13 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默无声．
太 8:26 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了。
可 4:39 ~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
 4:39 风就止住、大大的平~了。
路 8:24 大浪．风浪就止住、平~了。
徒19:36 你们就当安~、不可造次。

21:40 他们都~默无声、保罗便用希
22: 2 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了。

林前14:33 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
帖前 4:11 又要立志作安~人、办自己的
帖后 3:12 要安~作工、吃自己的饭。
提前 2:11 女人要沉~学道、一味的顺服

 2:12 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
彼前 3: 4 存着长久温柔安~的心为妆饰
启 8: 1 的时候、天上寂~约有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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