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磐 圣经(127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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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磐 p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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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20)
历史书(2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7)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0) 撒母耳记下(7)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5) 利未记(0) 民数记(5) 申命记(9)
旧约(113次)

以赛亚书(15)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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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5)
诗歌智慧书(37) 约伯记(6) 诗篇(28)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1)

创49:24 以色列的~石、就是雅各的大
出17: 6 我必在何烈的~石那里站在你
17: 6 你要击打~石、从磐石里必有
17: 6 从~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
33:21 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石上．
33:22 我必将你放在~石穴中、用我
民20: 8 在他们眼前吩咐~石发出水来
20: 8 水就从~石流出给会众、和他
20:10 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石前、摩
20:10 你们使水从这~石中流出来么
20:11 用杖击打~石两下、就有许多
申 8:15 你使水从坚硬的~石中流出来
32: 4 他是~石、他的作为完全、他
32:13 又使他从~石中咂蜜、从坚石
32:15 他的　神、轻看救他的~石。
32:18 你轻忽生你的~石、忘记产你
32:30 若不是他们的~石卖了他们、
32:31 他们的~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32:31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石。
32:37 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石、
书15: 6 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石．
18:17 又下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石．
士 6:20 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石上、
 6:21 就有火从~石中出来、烧尽了
 6:26 在这~石〔原文作保障〕上、
 7:25 将俄立杀在俄立~石上．将西
 9: 5 都杀在一块~石上．只剩下耶
 9:18 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石上
13:19 在~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

撒上 2: 2 也没有~石像我们的　神。
 6:14 在那里有一块大~石、他们把
 6:15 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石上
 6:18 以及大~石．这磐石是放耶和
 6:18 这~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
20:19 地方、在以色~石那里等候。
20:20 我要向~石旁边射三箭、如同
20:41 大卫就从~石的南边出来、俯
23:25 他就下到~石、住在玛云的旷
24: 2 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石去、寻

撒下20: 8 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石那里、
21:10 在~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
22: 3 我的~石、我所投靠的．他是

22:32 了我们的　神、谁是~石呢。
22:47 愿我的~石、被人称颂．愿
22:47 那拯救我的~石、被人尊崇。
23: 3 以色列的~石、晓谕我说、那

王上 1: 9 琐希列~石那里、宰了牛羊、
代上11:15 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石那里
尼 9:15 从~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
伯14:18 崩变为无有．~石挪开原处。
18: 4 为你见弃、~石挪开原处么。
19:24 用铅灌在~石上、直存到永远
24: 8 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石。
28:10 在~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
29: 6 我的脚、~石为我出油成河。
诗18: 2 我的~石、我所投靠的．他是
18:31 了我们的　神、谁是~石呢．
18:46 愿我的~石被人称颂．愿救我
19:14 耶和华我的~石、我的救赎主
27: 5 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石上。
28: 1 我的~石阿、不要向我缄默．
31: 2 作我坚固的~石、拯救我的保
40: 2 使我的脚立在~石上、使我脚
42: 9 我要对　神我的~石说、你为
61: 2 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石
62: 2 惟独他是我的~石、我的拯救
62: 6 惟独他是我的~石、我的拯救
62: 7 我力量的~石、我的避难所、
71: 3 求你作我常住的~石．你已经
74:15 你曾分裂~石、水便成了溪河
78:15 他在旷野分裂~石、多多的给
78:16 他使水从~石涌出、叫水如江
78:20 他曾击打~石、使水涌出、成
78:35 他们也追念　神是他们的~石
81:16 又拿从~石出的蜂蜜、叫他们
89:26 我的　神、是拯救我的~石。
92:15 他是我的~石、在他毫无不义
94:22 我的　神作了我投靠的~石。
95: 1 唱、向拯救我们的~石欢呼。
105:41 他打开~石、水就涌出．在干
114: 8 他叫~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
137: 9 拿你的婴孩摔在~石上的、那
144: 1 耶和华我的~石、是应当称颂
箴30:19 蛇在~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

30:26 软弱之类、却在~石中造房。
歌 2:14 你在~石穴中、在陡岩的隐密
赛 2:21 人好进入~石洞中、、和岩石
 7:19 ~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
 8:14 跌人的~石．向耶路撒冷的居
10:26 好像在俄立~石那里杀戮米甸
17:10 不记念你能力的~石．所以你
22:16 在~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
26: 4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石。
30:29 的山、到以色列的~石那里。
31: 9 他的~石、必因惊吓挪去、他
32: 2 像大~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33:16 他的保障是~石的坚垒．他的
44: 8 诚然没有~石、我不知道一个
48:21 他为他们使水从~石而流、分
48:21 石而流、分裂~石水就涌出。
51: 1 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石、
耶 4:29 爬上~石．各城被撇下、无人
 5: 3 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石、不肯
13: 4 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石穴中。
18:14 从田野的~石上岂能断绝呢。
21:13 和平原~石上的居民、你们说
23:29 又像能打碎~石的大锤么。
结24: 7 倒在净光的~石上、不倒在地
24: 8 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石上
26: 4 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石。
26:14 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石、作
鸿 1: 6 怒如火倾倒、~石因他崩裂。
哈 1:12 ~石阿、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
太 7:24 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石上。
 7:25 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石上。
16:18 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石上
27:51 半．地也震动．~石也崩裂．
27:60 就是他凿在~石里的．他又把
可15:46 安放在~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
路 6:48 把根基安在~石上．到发大水
 6:48 因为根基立在~石上。〔有古
 8: 6 有落在~石上的、一出来就枯
 8:13 那些在~石上的、就是人听道
罗 9:33 跌人的~石．信靠他的人必不
林前10: 4 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石

10: 4 的灵磐石．那~石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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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 8 跌人的~石。』他们既不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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