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 聖經(88次)

新約(0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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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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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歷史書(2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9)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9) 出埃及記(1) 利未記(4) 民數記(1) 申命記(4)
舊約(88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7)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9) 何西阿書(3) 約珥書(4)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2)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5)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0) 詩篇(1)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2)

創 3: 1 惟有蛇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25:27 常在~．雅各為人安靜、常住
25:29 熬湯、以掃從~回來累昏了。
27: 3 囊、和弓、往~去為我打獵．
27: 5 以掃往~去打獵、要得野味帶
31: 4 叫拉結和利亞到~羊群那裏來
34: 5 那時他的兒子們正和群畜在~
34: 7 就從~回來、人人忿恨、十分
37:15 有人遇見他在~走迷了路、就
出16:25 息日．你們在~必找不著了。
利14: 7 為潔淨．又把活鳥放在~裏。
14:53 但要把活鳥放在城外~裏．這
17: 5 把他們在~裏所獻的祭、帶到
26: 4 生出土產、~的樹木結果子。
民19:16 無論何人在~裏摸了被刀殺的
申11:15 足、並使~為你的牲畜長草。
21: 1 若遇見被殺的人倒在~、不知
22:25 若有男子在~遇見已經許配人
22:27 因為男子是在~遇見那已經許
士 5:18 拿弗他利人在~的高處、也是
撒上14:15 在~、在眾民內、都有戰兢、

17:44 給空中的飛鳥、~的走獸吃。
20: 5 求你容我去藏在~、直到第三
20:11 你我且往~去．二人就往田野
20:11 往田野去．二人就往~去了。
20:24 大衛就去藏在~。到了初一日
20:35 出到~、有一個童子跟隨。
25:15 我們在~與他們來往的時候、
30:11 這四百人在~遇見一個埃及人

撒下11:11 都在~安營．我豈可回家吃喝
17: 8 如同~丟崽子的母熊一般．而
18: 6 兵就出到~迎著以色列人、在
21:10 夜間不讓~的走獸前來糟踐。

王上11:29 他們二人在~、以外並無別人
14:11 死在~的、必被空中的鳥吃．
16: 4 死在~的、必被空中的鳥吃。
21:24 死在~的、必被空中的鳥吃。

王下 4:39 有一個人去到~掐菜、遇見一
 7:12 埋伏在~、說、以色列人出城

代上27:25 掌管~城邑村莊保障之倉庫的
詩 8: 6 ~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
箴 8:26 和~、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

歌 2: 7 或~的母鹿、囑咐你們、不要
 3: 5 或~的母鹿、囑咐你們、不要
賽55:12 聲歌唱．~的樹木也都拍掌。
56: 9 ~的諸獸都來吞吃吧．林中的
耶 6:25 你們不要往~去、也不要行在
 7:20 並~的樹木和地裏的出產上．
 9:22 人的屍首必倒在~像糞土、又
12: 9 你們要去聚集~的百獸、帶來
13:27 就是在~的山上行姦淫、發嘶
14: 5 ~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棄
17: 3 我~的山哪、我必因你在四境
18:14 從~的磐石上豈能斷絕呢。從
27: 6 我也將~的走獸給他使用。
28:14 他、我也把~的走獸給了他。
40: 7 在~的一切軍長、和屬他們的
40:13 和在~的一切軍長、來到米斯
結 7:15 在~的、必遭刀劍而死、在城
16: 5 但你初生的日子扔在~、是因
17:24 ~的樹木都必知道我耶和華使
20:46 南滴下預言攻擊南方~的樹林
31: 4 汊出的水道、延到~諸樹。
31: 5 所以他高大超過~諸樹、發旺
31: 6 ~的走獸、都在枝條下生子．
31:13 ~的走獸、都要臥在他的枝條
31:15 慘、~的諸樹、都因他發昏。
32: 4 拋在~、使空中的飛鳥都落在
33:27 在~間的必交給野獸吞吃．在
34:27 ~的樹必結果、地也必有出產
38:20 ~的獸、並地上的一切昆蟲、
39: 4 的鷙鳥、和~的走獸作食物。
39: 5 你必倒在~、因為我曾說過．
39:10 甚至他們不必從~撿柴、也不
39:17 和~的走獸說、你們聚集來吧
但 4:12 ~的走獸、臥在蔭下、天空的
 4:15 在~的青草中、讓天露滴濕、
 4:21 ~的走獸、住在其下、天空的
 4:23 在~的青草中、讓天露滴濕、
何 2:12 變為荒林、為~的走獸所吃。
 2:18 與~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
 4: 3 ~的獸、空中的鳥、必都衰微
珥 1:12 連~一切的樹木也都枯乾．眾
 1:19 的草場、火焰燒盡~的樹木．

 1:20 ~的走獸向你發喘．因為溪水
 2:22 ~的走獸阿、不要懼怕．因為
彌 1: 6 我必使撒瑪利亞變為~的亂堆
 4:10 住在~、到巴比倫去．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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