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覺 聖經(110次)

新約(36次)
福音書(14)
歷史書(5)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7)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5)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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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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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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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74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1)
詩歌智慧書(30) 約伯記(4) 詩篇(7) 箴言(12) 傳道書(4) 雅歌(3)

創41:31 大、便不~得先前的豐收了。
出 1:14 使他們因作苦工~得命苦、無
22:27 他拿甚麼睡~呢．他哀求我、
申24:13 使他用那件衣服蓋著睡~、他
士10: 9 蓮族．以色列人就甚~窘迫。
15:18 參孫甚~口渴、就求告耶和華
16:19 大利拉使參孫枕著他的膝睡~

撒上25:30 ~得良心有虧。耶和華賜福與
撒下 4: 5 設的家、伊施波設正睡午~。

10: 5 因為他們甚~羞恥、告訴他們
王上 1: 1 邁、雖用被遮蓋、仍不~暖。

 8:38 自~有罪、〔原文作災〕向這
18:27 路、或睡~、你們當叫醒他。

代上19: 5 因為他們甚~羞恥．告訴他們
代下 6:29 自~災禍甚苦、向這殿舉手、

30:15 祭司與利未人~得慚愧、就潔
32:26 ~得心裏驕傲、就一同自卑、
斯 6: 1 那夜王睡不著~、就吩咐人取
伯 9: 5 把山翻倒挪移、山並不知~．
 9:11 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
14:21 不知道．降為卑他也不~得。
24:20 ~得甘甜．他不再被人記念．
詩 3: 5 我躺下睡~．我醒著．耶和華
 4: 8 我必安然躺下睡~、因為獨有
76: 5 他們睡了長~．沒有一個英雄
90: 5 他們如睡一~．早晨、他們如
121: 4 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
127: 2 所親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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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臥
 6: 4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不要容
13:19 心~甘甜．遠離惡事、為愚昧
15:23 自~喜樂．話合其時、何等美
16:24 使心~甘甜、使骨得醫治。
20:17 人~甘甜．但後來他的口、必
23:21 好睡~的、必穿破爛衣服。
23:35 人鞭打我我竟不~得、我幾時
24:13 吃蜂房下滴的蜜、便~甘甜。
24:14 也必~得如此．你若找著、至
27: 7 饑餓了、一切苦物都~甘甜。
31:18 他~得所經營的有利他的燈終
傳 3:18 使他們~得自己不過像獸一樣

 5:12 足人的豐滿、卻不容他睡~。
 6: 5 也毫無知~．這胎、比那人倒
 8:16 有晝夜不睡~、不合眼的）
歌 2: 3 嘗他果子的滋味~得甘甜。
 6:12 不知不~、我的心將我安置在
 7: 9 咽舒暢、流入睡~人的嘴中。
賽 5:27 睡~的．腰帶並不放鬆、鞋帶
29: 8 醒了仍~腹空．或像口渴的人
29: 8 醒了仍~發昏、心裏想喝．攻
44: 9 無所知曉、他們便~羞愧。
57:10 有復興之力、所以不~疲憊。
66: 7 產．未~疼痛、就生出男孩。
耶 3:16 念、不~缺少、也不再製造。
10:18 害在他們身上、使他們~悟。
12: 5 尚且~累、怎能與馬賽跑呢．
20: 4 我必使你自~驚嚇、你也必使
20: 9 我便心裏~得似乎有燒著的火
31:26 說、我醒了、~著睡得香甜。
50:24 你不知不~被纏住．你被尋著
51:39 睡了長~、永不醒起．這是耶
51:57 使他們睡了長~、永不醒起。
結 3: 3 就吃了、口中~得其甜如蜜。
16:61 自~慚愧．並且我要將他們賜
16:63 自~抱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
但 2: 1 了夢、心裏煩亂、不能睡~。
 6:18 器到他面前．並且睡不著~。
10:19 我便~得有力量、說、我主請
何 5:15 等他們自~有罪、〔或作承認
 7: 9 道、頭髮斑白、他也不~得。
鴻 3:18 你的牧人睡~、你的貴冑安歇
番 3:11 自~羞愧．因為那時我必從你
亞 4: 1 我、好像人睡~被喚醒一樣。
太13:25 及至人睡~的時候、有仇敵來
24:39 不知不~洪水來了、把他們全
26:45 現在你們仍然睡~安歇吧。〔
27:14 也不說、以致巡撫甚~希奇。
28:13 夜間我們睡~的時候、他的門
可 4:27 黑夜睡~、白日起來、這種就
 4:38 枕著枕頭睡~．門徒叫醒了他
 5:29 他便~得身上的災病好了。
 5:30 耶穌頓時心裏~得有能力從自
14:37 你睡~麼。不能儆醒片時麼。

14:41 現在你們仍然睡~安歇吧．〔
15: 5 回答、以致彼拉多~得希奇。
路 8:46 因我~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
22:46 你們為甚麼睡~呢．起來禱告
徒 2:37 ~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
 3:11 齊跑到他們那裏、很~希奇。
 7:31 便~希奇．正進前觀看的時候
10:10 ~得餓了、想要吃．那家的人
24:25 腓力斯甚~恐懼、說、你暫且
羅 7:21 我~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
 7:23 但我~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

林前 4: 4 我雖不~得自己有錯、卻也不
15:51 我們不是都要睡~、乃是都要

林後 7:14 也~得沒有慚愧．因我對提多
西 1:24 倒~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
帖前 5: 6 所以我們不要睡~、像別人一
帖後 3:14 不和他交往、叫他自~羞愧。
多 2: 8 說我們的不是、便自~羞愧。
來 6: 5 的滋味、~悟來世權能的人、
10: 2 被潔淨、就不再~得有罪了。
12:11 當時不~得快樂、反覺得愁苦
12:11 反~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
13: 2 的、不知不~就接待了天使。
13:18 因我們自~良心無虧、願意凡

彼前 3:16 裏有好品行的人、自~羞愧。
啟10:10 吃了以後、肚子~得發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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