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坑 聖經(103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4)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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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坑 kēng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9)

律法書(9)
歷史書(6)

預言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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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9)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89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11) 但以理書(11)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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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詩歌智慧書(28) 約伯記(6) 詩篇(15) 箴言(6) 傳道書(1) 雅歌(0)

創14:10 西訂谷有許多石漆~．所多瑪
14:10 有掉在~裏的、其餘的人都往
37:20 丟在一個~裏、就說有惡獸把
37:22 可以把他丟在這野地的~裏、
37:24 把他丟在~裏．那坑是空的、
37:24 那~是空的、裏頭沒有水。
37:28 哥哥們就把約瑟從~裏拉上來
37:29 流便回到~邊、見約瑟不在坑
37:29 見約瑟不在~裏、就撕裂衣服

撒上13: 6 林、石穴、隱密處、和~中。
撒下17: 9 他現今或藏在~中、或在別處

18:17 將押沙龍丟在林中一個大~裏
23:20 又在下雪的時候下~裏去、殺

王下10:14 將他們殺在剪羊毛之處的~邊
代上11:22 下雪的時候下~裏去殺了一個
伯 9:31 你還要扔我在~裏、我的衣服
33:18 攔阻人不陷於~裏、不死在刀
33:22 他的靈魂臨近深~、他的生命
33:24 救贖他免得下~．我已經得了
33:28 　神救贖我的靈魂免入深~．
33:30 為要從深~救回人的靈魂、使
詩 7:15 他掘了~、又挖深了、竟掉在
 9:15 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中．
30: 3 來、使我存活、不至於下~。
30: 9 下到~中、有甚麼益處呢．塵
35: 7 無故的挖~、要害我的性命。
40: 2 他從禍~裏、從淤泥中、把我
55:23 你必使惡人下入滅亡的~．流
57: 6 他們在我面前挖了~、自己反
69:15 我、不容~坎在我以上合口。
88: 4 我算和下~的人同列、如同無
88: 6 你把我放在極深的~裏、在黑
94:13 惟有惡人陷在所挖的~中。
119:85 律法的驕傲人、為我掘了~。
140:10 拋在深~裏、不能再起來。
143: 7 免得我像那些下~的人一樣。
箴 1:12 他們如同下~的人、被我們囫
22:14 淫婦的口為深~、耶和華所憎
23:27 妓女是深~．外女是窄阱．
26:27 挖陷~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28:10 必掉在自己的~裏．惟有完全
28:17 必往~裏奔跑、誰也不可攔阻

傳10: 8 挖陷~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賽14:15 墜落陰間、到~中極深之處。
14:19 墜落~中石頭那裏的．你又像
24:17 懼、陷~、網羅、都臨近你。
24:18 躲避恐懼聲音的必墜入陷~．
24:18 從陷~上來的必被網羅纏住．
38:17 便救我脫離敗壞的~、因為你
38:18 下~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誠實．
42:22 都牢籠在~中、隱藏在獄裏、
51:14 必不死而下~．他的食物、也
耶 2: 6 沙漠有深~之地、和乾旱死蔭
18:20 他們竟挖~要害我的性命．求
18:22 因他們挖~要捉拿我、暗設網
41: 7 人就將他們殺了、拋在~中。
41: 9 都拋在~裏基大利的旁邊．這
41: 9 這~是從前亞撒王因怕以色列
41: 9 將那些被殺的人填滿了~。
48:43 懼、陷~、網羅、都臨近你。
48:44 的必墜入陷~．從陷坑上來的
48:44 從陷~上來的、必被網羅纏住
哀 3:47 恐懼和陷~、殘害和毀滅、都
 4:20 在他們的~中被捉住．我們曾
結19: 4 就把他捉在他們的~中、用鉤
19: 8 在他身上、捉在他們的~中。
28: 8 他們必使你下~．你必死在海
31:14 和下~的人都被交與死亡、到
31:16 與下~的人一同下去．那時、
32:18 和有名之國的女子並下~的人
32:23 他們的墳墓在~中極深之處、
32:24 並且與下~的人一同擔當羞辱
32:25 並且與下~的人一同擔當羞辱
32:29 的、和下~的人、一同躺臥。
32:30 與下~的人一同擔當羞辱。
但 6: 7 求甚麼、就必扔在獅子~中．
 6:12 必被扔在獅子~中、王不是在
 6:16 扔在獅子~中．王對但以理說
 6:17 有人搬石頭放在~口、王用自
 6:17 封閉那~、使懲辦但以理的事
 6:19 起來、急忙往獅子~那裏去、
 6:20 臨近~邊、哀聲呼叫但以理、
 6:23 吩咐人將但以理從~裏繫上來
 6:23 於是但以理從~裏被繫上來．

 6:24 扔在獅子~中．他們還沒有到
 6:24 他們還沒有到~底、獅子就抓
拿 2: 6 你卻將我的性命從~中救出來
番 2: 9 鹽~、永遠荒廢之地。我百姓
亞 9:11 人、從無水的~中釋放出來。
太12:11 當安息日掉在~裏、不把他抓
15:14 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裏。
路 6:39 兩個人不是都要掉在~裏麼。
 8:31 不要吩咐他們到無底~裏去。

彼後 2: 4 交在黑暗~中、等候審判．
啟 9: 1 上．有無底~的鑰匙賜給他。
 9: 2 他開了無底~、便有煙從坑裏
 9: 2 便有煙從~裏往上冒、好像大
 9:11 有無底~的使者作他們的王．
11: 7 那從無底~裏上來的獸、必與
17: 8 將要從無底~裏上來、又要歸
20: 1 手裏拿著無底~的鑰匙、和一
20: 3 扔在無底~裏、將無底坑關閉
20: 3 將無底~關閉、用印封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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