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卧 圣经(114次)

新约(7次)
福音书(4)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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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12)
历史书(20)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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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5) 出埃及记(3) 利未记(1) 民数记(3) 申命记(0)
旧约(107次)

以赛亚书(12)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19)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0)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4)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7)
诗歌智慧书(28) 约伯记(9) 诗篇(6) 箴言(7) 传道书(1) 雅歌(5)

创28:11 枕在头下、在那里躺~睡了。
28:13 要将你现在所躺~之地赐给你
29: 2 有三群羊~在井旁．因为人饮
49: 9 ~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
49:14 个强壮的驴、~在羊圈之中．
出 8: 3 和你的~房、上你的床榻、进
21:18 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在床、
23: 5 见恨你人的驴压~在重驮之下
利26: 6 你们躺~、无人惊吓．我要叫
民22:27 耶和华的使者就~在巴兰底下
23:24 曾喝被伤者之血、决不躺~。
24: 9 ~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
书 2: 1 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
 2: 8 二人还没有躺~、女人就上房
士 5:27 在他脚前曲身倒~．在那里曲
得 3: 4 躺~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
 3: 7 开他脚上的被、躺~在那里。

撒上 3: 2 一日以利睡~在自己的地方．
19:24 露体躺~。因此有句俗语说、
26: 5 帅尼珥的儿子押尼珥睡~之处

撒下 4: 7 伊施波设正在~房里躺在床上
 8: 2 使他们躺~在地上、用绳量一
13: 6 于是暗嫩躺~装病．王来看他
13: 8 暗嫩正躺~。他玛抟面、在他
13:10 你把食物拿进~房、我好从你
13:10 拿进~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

王上21:27 睡~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
王下 4:11 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

 6:12 将王在~房所说的话、告诉以
 9:16 因为约兰病~在那里。犹大王
11: 2 都藏在~房里、躲避亚他利雅

代下22:11 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房里
伯 3:13 不然、我就早已躺~安睡．
 7: 4 我躺~的时候、便说、我何时
 7:21 我现今要躺~在尘土中．你要
11:19 你躺~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
20:11 却要和他一同躺~在尘土中。
21:26 他们一样躺~在尘土中、都被
27:19 他虽富足躺~、却不得收殓．
37: 8 百兽进入穴中、~在洞内。
40:21 ~在芦苇隐密处、和水洼子里
诗23: 2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

41: 8 他已躺~、必不能再起来。
57: 4 我躺~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68:13 你们安~在羊圈的时候、好像
104:22 一出、兽便躲避、~在洞里。
139: 3 我躺~、你都细察、你也深知
箴 3:24 不惧怕．你躺~、睡得香甜。
 4:16 觉．不使人跌倒、睡~不安。
 6:10 打盹片时、抱着手躺~片时、
 6:22 你躺~、他必保守你．你睡醒
22:27 何必使人夺去你睡~的床呢。
23:34 躺在海中、或像~在桅杆上．
24:33 打盹片时、抱着手躺~片时、
传10:20 在你~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
歌 1: 7 晌午在何处使羊歇~．我何必
 3: 1 我夜间躺~在床上、寻找我心
 4: 1 如同山羊群、~在基列山旁。
 5: 2 我身睡~、我心却醒．这是我
 6: 5 如同山羊群、~在基列山旁。
赛11: 6 豹子与山羊羔同~．少壮狮子
11: 7 牛犊必与小熊同~．狮子必吃
13:20 的人、也不使羊群~在那里。
13:21 只有旷野的走兽~在那里．咆
14:30 穷乏人必安然躺~．我必以饥
17: 2 羊在那里躺~、无人惊吓。
18: 6 其上、冬天野兽都~在其中。
27:10 在那里躺~、并吃尽其中的树
35: 7 在野狗躺~之处、必有青草、
51:20 在各市口上躺~、好像黄羊在
56:10 唤．但知作梦、躺~、贪睡。
65:10 亚割谷必成为牛群躺~之处、
耶 3:25 我们在羞耻中躺~吧．愿惭愧
33:12 他们要使羊群躺~在那里。
哀 2:21 都在街上躺~、我的处女和壮
 4: 5 素来~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
 4: 5 朱红褥子的、现今躺~粪堆．
结 4: 4 你要向左侧~、承当以色列家
 4: 4 要按你向左侧~的日数、担当
 4: 5 定为你向左侧~的日数、就是
 4: 6 还要向右侧~、担当犹大家的
 4: 6 我给你定规侧~四十日、一日
 4: 9 要按你侧~的三百九十日吃这
25: 5 使亚扪人的地为羊群躺~之处

29: 3 我与你这~在自己河中的大鱼
31:13 走兽、都要~在他的枝条下．
31:18 与被杀的人一同躺~．法老和
32:19 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吧
32:21 的人、已经下去、躺~不动。
32:27 未受割礼仆倒的勇士一同躺~
32:28 与那些被杀的人一同躺~。
32:29 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躺~。
32:30 和被刀杀的一同躺~、与下坑
34:14 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也
34:15 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
34:25 必安居在旷野、躺~在林中。
但 4:12 ~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
何 2:18 止息争战、使他们安然躺~。
 7: 6 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到了早
摩 2: 8 ~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
 3:12 的以色列人躺~在床角上或铺
 6: 4 你们躺~在象牙床上、舒身在
拿 1: 5 约拿已下到底舱、躺~沉睡。
番 2: 7 晚上必躺~在亚实基伦的房屋
 2:14 必~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
 2:15 成为野兽躺~之处．凡经过的
 3:13 而且吃喝躺~、无人惊吓。
可 2: 4 把瘫子连所躺~的褥子都缒下
路 2:12 ~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2:16 瑟、又有那婴孩~在马槽里。
 5:25 拿着他所躺~的褥子回家去、
徒 9:33 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八年。
约壹 5:19 全世界都~在那恶者手下。
启 2:22 我要叫他病~在床、那些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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