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上 聖經(120次)

新約(12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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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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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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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歷史書(2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9) 出埃及記(10)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17)
舊約(108次)

以賽亞書(11)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8)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7)
詩歌智慧書(7) 約伯記(1) 詩篇(3)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2)

創 8: 4 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
14:10 裏的、其餘的人都往~逃跑。
19:17 要往~逃跑、免得你被剿滅。
22: 2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把他獻
22:14 說、在耶和華的~必有預備。
31:25 雅各在~支搭帳棚．拉班和他
31:25 弟兄、也在基列~支搭帳棚。
31:54 又在~獻祭、請眾弟兄來吃飯
31:54 他們吃了飯、便在~住宿。
出 3:12 你們必在這~事奉我、這就是
15:17 栽於你產業的~．耶和華阿、
19: 3 耶和華從~呼喚他說、你要這
19:16 在~有雷轟、閃電、和密雲．
19:18 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
20:18 ~冒煙、就都發顫、遠遠的站
24:18 入雲中上山、在~四十晝夜。
25:40 都要照著在~指示你的樣式。
26:30 要照著在~指示你的樣式、立
27: 8 都照著在~指示你的樣式作。
民14:45 和住在那~的迦南人、都下來
20:23 和華在附近以東邊界的何珥~
申 1: 6 你們在這~住的日子夠了．
 4:11 ~有火焰沖天、並有昏黑、密
 5: 4 耶和華在~、從火中、面對面
 5:22 這些話是耶和華在~、從火中
 9: 9 那時我在~住了四十晝夜、沒
 9:10 在~、從火中對你們所說的一
 9:21 這灰塵撒在從~流下來的溪水
10: 4 在~從火中所傳與你們的十條
10:10 我又像從前在~住了四十晝夜
11:29 要將祝福的話陳明在基利心~
11:29 將咒詛的話陳明在以巴路~。
27: 4 就要在以巴路~照我今日所吩
27:12 都要站在基利心~為百姓祝福
27:13 都要站在以巴路~宣布咒詛。
32:50 你必死在你所登的~、歸你列
32:50 死在何珥~、歸他的列祖一樣
33:19 他們要將列邦召到~、在那裏
書 2:22 二人到~、在那裏住了三天、
 8:30 那時約書亞在以巴路~、為耶
士11:37 與同伴在~、好哀哭我終為處
11:38 了、在~為他終為處女哀哭。

撒上 7: 1 放在~亞比拿達的家中．分派
17: 3 非利士人站在這邊~、以色列
17: 3 以色列人站在那邊~．當中有
26:20 如同人在~獵取一個鷓鴣一般

撒下 1:19 你尊榮者在~被殺．大英雄何
 1:25 仆倒．約拿單何竟在~被殺。
21: 9 懸挂在~、這七人就一同死亡

王上 5:15 扛抬的、八萬在~鑿石頭的．
11: 7 在耶路撒冷對面的~建築丘壇
16:24 在~造城、就按著山的原主撒
19:11 你出來站在~、在我面前。那
22:17 我看見以色列眾民散在~、如

王下23:16 看見~的墳墓、就打發人將墳
代上12: 8 好像獅子、快跑如同~的鹿．
代下 2: 2 八萬在~鑿石頭的、三千六百

 2:18 八萬人在~鑿石頭、三千六百
 3: 1 華向他父大衛顯現的摩利亞~
13: 4 站在以法蓮山地中的洗瑪臉~
18:16 我看見以色列眾民散在~、如
33:15 又將他在耶和華殿的~、和耶
伯24: 8 在~被大雨淋濕．因沒有避身
詩50:10 我的、千~的牲畜也是我的。
104: 8 或作隨~翻隨谷下流〕）歸你
147: 8 為地降雨、使草生長在~。
箴27:25 發現、~的菜蔬、也被收斂。
歌 2:17 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
 8:14 來、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
賽14:13 我要坐在聚會的~、在北方的
14:25 在我~將他踐踏．他加的軛、
17:13 如同~的風前糠、又如暴風前
18: 3 ~豎立大旗的時候、你們要看
25: 6 在這~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
25: 7 他又必在這~、除滅遮蓋萬民
25:10 必按在這~．摩押人在所居之
28: 1 住在肥美谷的~、他們心裏高
28: 4 就是在肥美谷~的、必像夏令
57: 7 你在高而又高的~安設床榻、
65: 6 就是在~燒香、在岡上褻瀆我
耶13:16 未在昏暗~絆跌之先、當將榮
13:27 就是在田野的~行姦淫、發嘶
16:16 從各~、各岡上、各石穴中、
31: 5 又必在撒瑪利亞的~、栽種葡

31: 6 以法蓮~守望的人、必呼叫說
50: 6 使他們轉到~．他們從大山走
50:19 又在以法蓮~、和基列境內、
哀 4:19 他們在~追逼我們、在曠野埋
結 7: 7 乃是鬨嚷並非在~歡呼的日子
 7:16 在~發出悲聲、好像谷中的鴿
11:23 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
17:22 中折一嫩枝、栽於極高的~．
18: 6 未曾在~吃過祭偶像之物、未
18:10 乃在~吃過祭偶像之物、並玷
18:15 未曾在~吃過祭偶像之物、未
19: 9 他的聲音在以色列~不再聽見
22: 9 有在~吃過祭偶像之物的．有
34:13 也必在以色列~、一切溪水旁
34:14 他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處的~
37:22 在以色列~、成為一國、有一
38: 8 到以色列常久荒涼的~．但那
39: 2 處上來、帶你到以色列的~．
39: 4 都必倒在以色列的~．我必將
39:17 就是在以色列~獻大祭之地、
40: 2 安置在至高的~．在山上的南
40: 2 在~的南邊有彷彿一座城建立
摩 3: 9 你們要聚集在撒瑪利亞的~、
亞14: 4 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
太 5:14 城造在~、是不能隱藏的。
24: 3 耶穌在橄欖~坐著、門徒暗暗
24:16 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
28:16 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
可13: 3 耶穌在橄欖~對聖殿而坐．彼
13:14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
路 4:29 他們的城造在~、他們帶他到
 8:32 在~吃食．鬼央求耶穌、准他
21:21 應當逃到~．在城裏的、應當
約 4:20 我們的祖宗在這~禮拜．你們
 4:21 也不在這~、也不在耶路撒冷
來 8: 5 都要照著在~指示你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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