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上 圣经(120次)

新约(12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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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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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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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历史书(2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6)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9) 出埃及记(10)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17)
旧约(108次)

以赛亚书(11)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8)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7)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1) 诗篇(3)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2)

创 8: 4 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
14:10 里的、其余的人都往~逃跑。
19:17 要往~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22: 2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把他献
22:14 说、在耶和华的~必有预备。
31:25 雅各在~支搭帐棚．拉班和他
31:25 弟兄、也在基列~支搭帐棚。
31:54 又在~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
31:54 他们吃了饭、便在~住宿。
出 3:12 你们必在这~事奉我、这就是
15:17 栽于你产业的~．耶和华阿、
19: 3 耶和华从~呼唤他说、你要这
19:16 在~有雷轰、闪电、和密云．
19:18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
20:18 ~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
24:18 入云中上山、在~四十昼夜。
25:40 都要照着在~指示你的样式。
26:30 要照着在~指示你的样式、立
27: 8 都照着在~指示你的样式作。
民14:45 和住在那~的迦南人、都下来
20:23 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珥~
申 1: 6 你们在这~住的日子够了．
 4:11 ~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
 5: 4 耶和华在~、从火中、面对面
 5:22 这些话是耶和华在~、从火中
 9: 9 那时我在~住了四十昼夜、没
 9:10 在~、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
 9:21 这灰尘撒在从~流下来的溪水
10: 4 在~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
10:10 我又像从前在~住了四十昼夜
11:29 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
11:29 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
27: 4 就要在以巴路~照我今日所吩
27:12 都要站在基利心~为百姓祝福
27:13 都要站在以巴路~宣布咒诅。
32:50 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归你列
32:50 死在何珥~、归他的列祖一样
33:19 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在那里
书 2:22 二人到~、在那里住了三天、
 8:30 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为耶
士11:37 与同伴在~、好哀哭我终为处
11:38 了、在~为他终为处女哀哭。

撒上 7: 1 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
17: 3 非利士人站在这边~、以色列
17: 3 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当中有
26:20 如同人在~猎取一个鹧鸪一般

撒下 1:19 你尊荣者在~被杀．大英雄何
 1:25 仆倒．约拿单何竟在~被杀。
21: 9 悬挂在~、这七人就一同死亡

王上 5:15 扛抬的、八万在~凿石头的．
11: 7 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建筑丘坛
16:24 在~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
19:11 你出来站在~、在我面前。那
22:17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如

王下23:16 看见~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
代上12: 8 好像狮子、快跑如同~的鹿．
代下 2: 2 八万在~凿石头的、三千六百

 2:18 八万人在~凿石头、三千六百
 3: 1 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
13: 4 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洗玛脸~
18:16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如
33:15 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和耶
伯24: 8 在~被大雨淋湿．因没有避身
诗50:10 我的、千~的牲畜也是我的。
104: 8 或作随~翻随谷下流〕）归你
147: 8 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
箴27:25 发现、~的菜蔬、也被收敛。
歌 2:17 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
 8:14 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
赛14:13 我要坐在聚会的~、在北方的
14:25 在我~将他践踏．他加的轭、
17:13 如同~的风前糠、又如暴风前
18: 3 ~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
25: 6 在这~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
25: 7 他又必在这~、除灭遮盖万民
25:10 必按在这~．摩押人在所居之
28: 1 住在肥美谷的~、他们心里高
28: 4 就是在肥美谷~的、必像夏令
57: 7 你在高而又高的~安设床榻、
65: 6 就是在~烧香、在冈上亵渎我
耶13:16 未在昏暗~绊跌之先、当将荣
13:27 就是在田野的~行奸淫、发嘶
16:16 从各~、各冈上、各石穴中、
31: 5 又必在撒玛利亚的~、栽种葡

31: 6 以法莲~守望的人、必呼叫说
50: 6 使他们转到~．他们从大山走
50:19 又在以法莲~、和基列境内、
哀 4:19 他们在~追逼我们、在旷野埋
结 7: 7 乃是哄嚷并非在~欢呼的日子
 7:16 在~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
11:23 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
17:22 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
18: 6 未曾在~吃过祭偶像之物、未
18:10 乃在~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
18:15 未曾在~吃过祭偶像之物、未
19: 9 他的声音在以色列~不再听见
22: 9 有在~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有
34:13 也必在以色列~、一切溪水旁
34:14 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
37:22 在以色列~、成为一国、有一
38: 8 到以色列常久荒凉的~．但那
39: 2 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
39: 4 都必倒在以色列的~．我必将
39:17 就是在以色列~献大祭之地、
40: 2 安置在至高的~．在山上的南
40: 2 在~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
摩 3: 9 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
亚14: 4 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
太 5:14 城造在~、是不能隐藏的。
24: 3 耶稣在橄榄~坐着、门徒暗暗
24:16 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
28:16 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
可13: 3 耶稣在橄榄~对圣殿而坐．彼
13:14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
路 4:29 他们的城造在~、他们带他到
 8:32 在~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
21:21 应当逃到~．在城里的、应当
约 4:20 我们的祖宗在这~礼拜．你们
 4:21 也不在这~、也不在耶路撒冷
来 8: 5 都要照着在~指示你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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