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 聖經(93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4)
歷史書(3)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靜 jìng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1)

律法書(4)
歷史書(13)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79次)

以賽亞書(17)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9)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2)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3)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7)
詩歌智慧書(26) 約伯記(7) 詩篇(12) 箴言(4) 傳道書(3) 雅歌(0)

創25:27 雅各為人安~、常住在帳棚裏
49:15 他以安~為佳、以肥地為美、
出14:14 你們只管~默、不要作聲。
申27: 9 要默默~聽．你今日成為耶和
書23: 1 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安~、不與
士 5:17 亞設人在海口~坐、在港口安
18: 9 你們為何~坐不動呢．要急速

撒上19: 2 小心、到一個僻~地方藏身．
王上22: 3 我們豈可~坐不動、不從亞蘭
王下 4:31 也沒有動~．基哈西就迎著以

11:20 閤城都安~。眾人已將亞他利
18:36 百姓~默不言、並不回答一句

代上 4:40 又平~．從前住那裏的是含族
22: 8 我必使他安~、不被四圍的仇

代下23:21 合城都安~。眾人已將亞他利
尼 5: 8 他們就~默不語、無話可答。
 8:11 於是利未人使眾民~默、說、
伯 3:26 不得平~、也不得安息．卻有
 4:16 我在~默中、聽見有聲音、說
26:12 攪動或作平~〕他藉知識打傷
29:10 首領~默無聲、舌頭貼住上膛
29:21 而仰望、~默等候我的指教。
34:29 他使人安~、誰能擾亂〔或作
37:17 南風使地寂~、你的衣服就如
詩 4: 4 裏思想、並要肅~。〔細拉〕
35:20 詐的言語、害地上的安~人。
39:12 求你不要~默無聲．因為我在
65: 7 並萬民的喧嘩、都平~了。
76: 8 那時地就懼怕而~默。〔細拉
83: 1 求你不要~默．　神阿、求你
89: 9 波浪翻騰、你就使他平~了。
94:17 助我、我就住在寂~之中了。
107:29 他使狂風止息、波浪就平~。
107:30 風息浪~．他們便歡喜．他就
115:17 下到寂~中的、也都不能．
131: 2 我的心平穩安~、好像斷過奶
箴 1:33 居住、得享安~、不怕災禍。
11:12 無智慧．明哲人卻~默不言。
14:30 心中安~、是肉體的生命．嫉
17:28 愚昧人若~默不言、也可算為
傳 3: 7 有時．~默有時、言語有時．
 4: 6 得享安~、強如滿了兩把、勞

 9:17 寧可在安~之中聽智慧人的言
賽 7: 4 你要謹慎安~．不要因亞蘭王
14: 7 息、享平~．人皆發聲歡呼。
18: 4 我要安~、在我的居所觀看、
23: 2 得豐盛的、你們當~默無言。
30:15 你們得力在乎平~安穩．你們
32:18 安穩的住處、平~的安歇所。
33:20 眼必見耶路撒冷為安~的居所
36:21 百姓~默不言、並不回答一句
38:13 我使自己安~直到天亮．他像
41: 1 當在我面前~默．眾民當從新
42:14 ~默不語、現在我要喊叫像產
47: 5 你要默然~坐、進入暗中、因
57:20 不得平~、其中的水、常湧出
62: 1 我因錫安必不~默、為耶路撒
62: 6 他們晝夜必不~默．呼籲耶和
64:12 你仍~默使我們深受苦難麼。
65: 6 我必不~默、必施行報應、必
耶 4:19 我不能~默不言．因為我已經
 8:14 我們為何~坐不動呢．我們當
 8:14 在那裏~默不言．因為耶和華
 8:14 使我們~默不言、又將苦膽水
15:17 獨自~坐．因你使我滿心憤恨
25:37 平安的羊圈就都寂~無聲。
49:23 了．海上有憂愁、不得平~。
哀 3:26 ~默等候他的救恩、這原是好
結16:42 離開你、我要安~不再惱怒。
38:11 我要到那安~的民那裏、他們
摩 5:13 必~默不言．因為時勢真惡。
拿 1:11 使海浪平~呢．這話是因海浪
 1:12 海就平~了．我知道你們遭這
哈 1:13 公義的、你為何~默不語呢．
 2:20 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默。
 3:16 我只可安~等候災難之日臨到
番 1: 7 你要在主耶和華面前~默無聲
亞 1:11 來走去、見全地都安息平~。
 2:13 都當在耶和華面前~默無聲．
太 8:26 海、風和海就大大的平~了。
可 4:39 ~了吧．風就止住、大大的平
 4:39 風就止住、大大的平~了。
路 8:24 大浪．風浪就止住、平~了。
徒19:36 你們就當安~、不可造次。

21:40 他們都~默無聲、保羅便用希
22: 2 是希伯來話、就更加安~了。

林前14:33 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
帖前 4:11 又要立志作安~人、辦自己的
帖後 3:12 要安~作工、吃自己的飯。
提前 2:11 女人要沉~學道、一味的順服

 2:12 不許他轄管男人、只要沉~。
彼前 3: 4 存著長久溫柔安~的心為妝飾
啟 8: 1 的時候、天上寂~約有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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