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觉 圣经(110次)

新约(36次)
福音书(14)
历史书(5)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7)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5)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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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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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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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74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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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诗歌智慧书(30) 约伯记(4) 诗篇(7) 箴言(12) 传道书(4) 雅歌(3)

创41:31 大、便不~得先前的丰收了。
出 1:14 使他们因作苦工~得命苦、无
22:27 他拿什么睡~呢．他哀求我、
申24:13 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他
士10: 9 莲族．以色列人就甚~窘迫。
15:18 参孙甚~口渴、就求告耶和华
16:19 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

撒上25:30 ~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与
撒下 4: 5 设的家、伊施波设正睡午~。

10: 5 因为他们甚~羞耻、告诉他们
王上 1: 1 迈、虽用被遮盖、仍不~暖。

 8:38 自~有罪、〔原文作灾〕向这
18:27 路、或睡~、你们当叫醒他。

代上19: 5 因为他们甚~羞耻．告诉他们
代下 6:29 自~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

30:15 祭司与利未人~得惭愧、就洁
32:26 ~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
斯 6: 1 那夜王睡不着~、就吩咐人取
伯 9: 5 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
 9:11 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
14:21 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得。
24:20 ~得甘甜．他不再被人记念．
诗 3: 5 我躺下睡~．我醒着．耶和华
 4: 8 我必安然躺下睡~、因为独有
76: 5 他们睡了长~．没有一个英雄
90: 5 他们如睡一~．早晨、他们如
121: 4 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
127: 2 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
132: 4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也不容
箴 4:16 不得睡~．不使人跌倒、睡卧
 6: 4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不要容
13:19 心~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
15:23 自~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
16:24 使心~甘甜、使骨得医治。
20:17 人~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
23:21 好睡~的、必穿破烂衣服。
23:35 人鞭打我我竟不~得、我几时
24:13 吃蜂房下滴的蜜、便~甘甜。
24:14 也必~得如此．你若找着、至
27: 7 饥饿了、一切苦物都~甘甜。
31:18 他~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
传 3:18 使他们~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5:12 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
 6: 5 也毫无知~．这胎、比那人倒
 8:16 有昼夜不睡~、不合眼的）
歌 2: 3 尝他果子的滋味~得甘甜。
 6:12 不知不~、我的心将我安置在
 7: 9 咽舒畅、流入睡~人的嘴中。
赛 5:27 睡~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
29: 8 醒了仍~腹空．或像口渴的人
29: 8 醒了仍~发昏、心里想喝．攻
44: 9 无所知晓、他们便~羞愧。
57:10 有复兴之力、所以不~疲惫。
66: 7 产．未~疼痛、就生出男孩。
耶 3:16 念、不~缺少、也不再制造。
10:18 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悟。
12: 5 尚且~累、怎能与马赛跑呢．
20: 4 我必使你自~惊吓、你也必使
20: 9 我便心里~得似乎有烧着的火
31:26 说、我醒了、~着睡得香甜。
50:24 你不知不~被缠住．你被寻着
51:39 睡了长~、永不醒起．这是耶
51:57 使他们睡了长~、永不醒起。
结 3: 3 就吃了、口中~得其甜如蜜。
16:61 自~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
16:63 自~抱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
但 2: 1 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
 6:18 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
10:19 我便~得有力量、说、我主请
何 5:15 等他们自~有罪、〔或作承认
 7: 9 道、头发斑白、他也不~得。
鸿 3:18 你的牧人睡~、你的贵胄安歇
番 3:11 自~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
亚 4: 1 我、好像人睡~被唤醒一样。
太13:25 及至人睡~的时候、有仇敌来
24:39 不知不~洪水来了、把他们全
26:45 现在你们仍然睡~安歇吧。〔
27:14 也不说、以致巡抚甚~希奇。
28:13 夜间我们睡~的时候、他的门
可 4:27 黑夜睡~、白日起来、这种就
 4:38 枕着枕头睡~．门徒叫醒了他
 5:29 他便~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5:30 耶稣顿时心里~得有能力从自
14:37 你睡~么。不能儆醒片时么。

14:41 现在你们仍然睡~安歇吧．〔
15: 5 回答、以致彼拉多~得希奇。
路 8:46 因我~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22:46 你们为什么睡~呢．起来祷告
徒 2:37 ~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
 3:11 齐跑到他们那里、很~希奇。
 7:31 便~希奇．正进前观看的时候
10:10 ~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
24:25 腓力斯甚~恐惧、说、你暂且
罗 7:21 我~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
 7:23 但我~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

林前 4: 4 我虽不~得自己有错、却也不
15:51 我们不是都要睡~、乃是都要

林后 7:14 也~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
西 1:24 倒~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帖前 5: 6 所以我们不要睡~、像别人一
帖后 3:14 不和他交往、叫他自~羞愧。
多 2: 8 说我们的不是、便自~羞愧。
来 6: 5 的滋味、~悟来世权能的人、
10: 2 被洁净、就不再~得有罪了。
12:11 当时不~得快乐、反觉得愁苦
12:11 反~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
13: 2 的、不知不~就接待了天使。
13:18 因我们自~良心无亏、愿意凡

彼前 3:16 里有好品行的人、自~羞愧。
启10:10 吃了以后、肚子~得发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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