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磐 聖經(127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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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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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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20)
歷史書(2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7)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0) 撒母耳記下(7)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5) 利未記(0) 民數記(5) 申命記(9)
舊約(113次)

以賽亞書(15)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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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5)
詩歌智慧書(37) 約伯記(6) 詩篇(28)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1)

創49:24 以色列的~石、就是雅各的大
出17: 6 我必在何烈的~石那裏站在你
17: 6 你要擊打~石、從磐石裏必有
17: 6 從~石裏必有水流出來、使百
33:21 裏有地方、你要站在~石上．
33:22 我必將你放在~石穴中、用我
民20: 8 在他們眼前吩咐~石發出水來
20: 8 水就從~石流出給會眾、和他
20:10 亞倫就招聚會眾到~石前、摩
20:10 你們使水從這~石中流出來麼
20:11 用杖擊打~石兩下、就有許多
申 8:15 你使水從堅硬的~石中流出來
32: 4 他是~石、他的作為完全、他
32:13 又使他從~石中咂蜜、從堅石
32:15 他的　神、輕看救他的~石。
32:18 你輕忽生你的~石、忘記產你
32:30 若不是他們的~石賣了他們、
32:31 他們的~石不如我們的磐石。
32:31 他們的磐石不如我們的~石。
32:37 們的神、他們所投靠的~石、
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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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肉和無酵餅放在這~石上、
 6:21 就有火從~石中出來、燒盡了
 6:26 在這~石〔原文作保障〕上、
 7:25 將俄立殺在俄立~石上．將西
 9: 5 都殺在一塊~石上．只剩下耶
 9:18 他眾子七十人殺在一塊~石上
13:19 在~石上獻與耶和華．使者行

撒上 2: 2 也沒有~石像我們的　神。
 6:14 在那裏有一塊大~石、他們把
 6:15 物的匣子拿下來放在大~石上
 6:18 以及大~石．這磐石是放耶和
 6:18 這~石是放耶和華約櫃的、到
20:19 地方、在以色~石那裏等候。
20:20 我要向~石旁邊射三箭、如同
20:41 大衛就從~石的南邊出來、俯
23:25 他就下到~石、住在瑪雲的曠
24: 2 率領他們往野羊的~石去、尋

撒下20: 8 他們到了基遍的大~石那裏、
21:10 在~石上搭棚、從動手收割的
22: 3 我的~石、我所投靠的．他是

22:32 了我們的　神、誰是~石呢。
22:47 願我的~石、被人稱頌．願
22:47 那拯救我的~石、被人尊崇。
23: 3 以色列的~石、曉諭我說、那

王上 1: 9 瑣希列~石那裏、宰了牛羊、
代上11:15 勇士中的三個人下到~石那裏
尼 9:15 從~石使水流出解他們的渴、
伯14:18 崩變為無有．~石挪開原處。
18: 4 為你見棄、~石挪開原處麼。
19:24 用鉛灌在~石上、直存到永遠
24: 8 因沒有避身之處就挨近~石。
28:10 在~石中鑿出水道．親眼看見
29: 6 我的腳、~石為我出油成河。
詩18: 2 我的~石、我所投靠的．他是
18:31 了我們的　神、誰是~石呢．
18:46 願我的~石被人稱頌．願救我
19:14 耶和華我的~石、我的救贖主
27: 5 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石上。
28: 1 我的~石阿、不要向我緘默．
31: 2 作我堅固的~石、拯救我的保
40: 2 使我的腳立在~石上、使我腳
42: 9 我要對　神我的~石說、你為
61: 2 求你領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石
62: 2 惟獨他是我的~石、我的拯救
62: 6 惟獨他是我的~石、我的拯救
62: 7 我力量的~石、我的避難所、
71: 3 求你作我常住的~石．你已經
74:15 你曾分裂~石、水便成了溪河
78:15 他在曠野分裂~石、多多的給
78:16 他使水從~石湧出、叫水如江
78:20 他曾擊打~石、使水湧出、成
78:35 他們也追念　神是他們的~石
81:16 又拿從~石出的蜂蜜、叫他們
89:26 我的　神、是拯救我的~石。
92:15 他是我的~石、在他毫無不義
94:22 我的　神作了我投靠的~石。
95: 1 唱、向拯救我們的~石歡呼。
105:41 他打開~石、水就湧出．在乾
114: 8 他叫~石變為水池、叫堅石變
137: 9 拿你的嬰孩摔在~石上的、那
144: 1 耶和華我的~石、是應當稱頌
箴30:19 蛇在~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

30:26 軟弱之類、卻在~石中造房。
歌 2:14 你在~石穴中、在陡巖的隱密
賽 2:21 人好進入~石洞中、、和巖石
 7:19 ~石的穴裏、和一切荊棘籬笆
 8:14 跌人的~石．向耶路撒冷的居
10:26 好像在俄立~石那裏殺戮米甸
17:10 不記念你能力的~石．所以你
22:16 在~石中為自己鑿出安身之所
26: 4 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石。
30:29 的山、到以色列的~石那裏。
31: 9 他的~石、必因驚嚇挪去、他
32: 2 像大~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33:16 他的保障是~石的堅壘．他的
44: 8 誠然沒有~石、我不知道一個
48:21 他為他們使水從~石而流、分
48:21 石而流、分裂~石水就湧出。
51: 1 你們要追想被鑿而出的~石、
耶 4:29 爬上~石．各城被撇下、無人
 5: 3 他們使臉剛硬過於~石、不肯
13: 4 將腰帶藏在那裏的~石穴中。
18:14 從田野的~石上豈能斷絕呢。
21:13 和平原~石上的居民、你們說
23:29 又像能打碎~石的大錘麼。
結24: 7 倒在淨光的~石上、不倒在地
24: 8 中所流的血倒在淨光的~石上
26: 4 塵土、使他成為淨光的~石。
26:14 我必使你成為淨光的~石、作
鴻 1: 6 怒如火傾倒、~石因他崩裂。
哈 1:12 ~石阿、你設立他為要懲治人
太 7:24 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石上。
 7:25 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石上。
16:18 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石上
27:51 半．地也震動．~石也崩裂．
27:60 就是他鑿在~石裏的．他又把
可15:46 安放在~石中鑿出來的墳墓裏
路 6:48 把根基安在~石上．到發大水
 6:48 因為根基立在~石上。〔有古
 8: 6 有落在~石上的、一出來就枯
 8:13 那些在~石上的、就是人聽道
羅 9:33 跌人的~石．信靠他的人必不
林前10: 4 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石

10: 4 的靈磐石．那~石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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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 8 跌人的~石。』他們既不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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