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躺 聖經(100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8)
歷史書(2)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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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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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歷史書(2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0) 路得記(5)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7)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5) 出埃及記(1) 利未記(6)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90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1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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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4)
詩歌智慧書(23) 約伯記(9) 詩篇(7) 箴言(6) 傳道書(0) 雅歌(1)

創19: 4 他們還沒有~下、所多瑪城裏
19:33 他幾時~下、幾時起來、父親
19:35 他幾時~下、幾時起來、父親
28:11 枕在頭下、在那裏~臥睡了。
28:13 要將你現在所~臥之地賜給你
出21:18 且不至於死、不過~臥在床、
利14:47 在房子裏~著的必洗衣服．在
15: 4 他所~的床、都為不潔淨、所
15:20 凡他所~的物件、都為不潔淨
15:24 淨．所~的床、也為不潔淨。
15:26 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的床、
26: 6 你們~臥、無人驚嚇．我要叫
民23:24 曾喝被傷者之血、決不~臥。
申 6: 7 上、~下、起來、都要談論。
11:19 上、~下、起來、都要談論。
書 2: 1 喇合的家裏、就在那裏~臥。
 2: 8 二人還沒有~臥、女人就上房
得 3: 4 ~臥在那裏、他必告訴你所當
 3: 7 開他腳上的被、~臥在那裏。
 3: 8 不料有女子~在他的腳下．
 3:13 盡了本分、你只管~到天亮。
 3:14 路得便在他腳下~到天快亮、

撒上19:24 露體~臥。因此有句俗語說、
撒下 4: 7 伊施波設正在臥房裏~在床上

 8: 2 使他們~臥在地上、用繩量一
12:16 進入內室、終夜~在地上。
13: 5 你不如~在床上裝病．你父親
13: 6 於是暗嫩~臥裝病．王來看他
13: 8 暗嫩正~臥。他瑪摶麵、在他
13:31 ~在地上．王的臣僕、也都撕

王上19: 5 他就~在羅騰樹下、睡著了．
19: 6 他就吃了喝了、仍然~下。
21: 4 ~在床上、轉臉向內、也不吃

王下 4:11 來到那裏、就進了那樓~臥。
斯 4: 3 號．穿麻衣~在灰中的甚多。
伯 3:13 不然、我就早已~臥安睡．
 7: 4 我~臥的時候、便說、我何時
 7:21 我現今要~臥在塵土中．你要
11:19 你~臥無人驚嚇、且有許多人
14:12 ~下不再起來、等到天沒有了
20:11 卻要和他一同~臥在塵土中。
21:26 他們一樣~臥在塵土中、都被

27:19 他雖富足~臥、卻不得收殮．
33:15 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　神就
詩 3: 5 我~下睡覺．我醒著．耶和華
 4: 8 我必安然~下睡覺、因為獨有
23: 2 他使我~臥在青草地上、領我
41: 8 他已~臥、必不能再起來。
57: 4 我~臥在性如烈火的世人當中
88: 5 ~在墳墓裏．他們是你不再記
139: 3 我~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
箴 3:24 你~下、必不懼怕．你躺臥、
 3:24 不懼怕．你~臥、睡得香甜。
 6:10 打盹片時、抱著手~臥片時、
 6:22 你~臥、他必保守你．你睡醒
23:34 你必像~在海中、或像臥在桅
24:33 打盹片時、抱著手~臥片時、
歌 3: 1 我夜間~臥在床上、尋找我心
賽14:30 窮乏人必安然~臥．我必以饑
17: 2 羊在那裏~臥、無人驚嚇。
27:10 在那裏~臥、並吃盡其中的樹
35: 7 在野狗~臥之處、必有青草、
43:17 一同~下不再起來、他們滅沒
50:11 定的．你們必~在悲慘之中。
51:20 在各市口上~臥、好像黃羊在
56:10 喚．但知作夢、~臥、貪睡。
65:10 亞割谷必成為牛群~臥之處、
耶 3:25 我們在羞恥中~臥吧．願慚愧
33:12 他們要使羊群~臥在那裏。
哀 2:21 都在街上~臥、我的處女和壯
 4: 5 朱紅褥子的、現今~臥糞堆．
結25: 5 使亞捫人的地為羊群~臥之處
31:18 與被殺的人一同~臥．法老和
32:19 去與未受割禮的人一同~臥吧
32:21 的人、已經下去、~臥不動。
32:27 未受割禮仆倒的勇士一同~臥
32:28 與那些被殺的人一同~臥。
32:29 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臥。
32:30 和被刀殺的一同~臥、與下坑
34:14 他們必在佳美之圈中~臥、也
34:15 羊的牧人、使他們得以~臥。
34:25 必安居在曠野、~臥在林中。
何 2:18 止息爭戰、使他們安然~臥。
摩 3:12 亞的以色列人~臥在床角上或

 5: 2 再起．~在地上、無人攙扶。
 6: 4 你們~臥在象牙床上、舒身在
拿 1: 5 約拿已下到底艙、~臥沉睡。
番 2: 7 晚上必~臥在亞實基倫的房屋
 2:15 成為野獸~臥之處．凡經過的
 3:13 而且吃喝~臥、無人驚嚇。
太 8: 6 瘓病、~在家裏、甚是疼苦。
 8:14 見彼得的岳母害熱病~著。
可 1:30 正害熱病~著．就有人告訴耶
 2: 4 就把癱子連所~臥的褥子都縋
 7:30 見小孩子~在床上、鬼已經出
路 5:25 拿著他所~臥的褥子回家去、
約 5: 3 裏面~著瞎眼的、瘸腿的、血
 5: 6 耶穌看見他~著、知道他病了
徒 9:33 了癱瘓、在褥子上~臥八年。
28: 8 患熱病和痢疾~著．保羅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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