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陷 圣经(100次)

新约(7次)
福音书(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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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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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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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历史书(3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12) 列王记下(15)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4)
旧约(93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4)
诗歌智慧书(24) 约伯记(2) 诗篇(6) 箴言(14) 传道书(2) 雅歌(0)

创20: 9 使我和我国里的人~在大罪里
26:10 的妻同寝、把我们~在罪里。
出20:16 不可作假见证~害人。
32:21 么、你竟使他们~在大罪里。
利 4: 3 使百姓~在罪里、就当为他所
民16:26 恐怕你们~在他们的罪中、与
申 5:20 不可作假见证~害人。
 7:25 免得你因此~入网罗．这原是
12:30 ~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
19:18 见证的、以假见证~害弟兄、
书 6: 5 城墙就必塌~．各人都要往前
 6:20 城墙就塌~、百姓便上去进城

撒上28: 9 你为何~害我的性命、使我死
撒下20:15 众民用锤撞城、要使城塌~。
王上12:30 这事叫百姓~在罪里．因为他

13:34 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在罪里
14:16 又使以色列人~在罪里、耶和
15:26 亲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5:30 使以色列人~在罪里、惹动耶
15:34 他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6: 2 使我民以色列~在罪里、惹我
16:13 们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6:19 他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6:26 他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21:22 怒、又使以色列人~在罪里。
22:52 波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事

王下 3: 3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0:29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0:31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3: 2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3: 6 家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3:11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一切
14:24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一切
15: 9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5:18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5:24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5:28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里的那罪
17:21 不随从耶和华、~在大罪里。
21:11 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在罪里
21:16 使犹大人~在罪里．又流许多
23:15 是叫以色列人~在罪里尼八的

代上21: 3 为何使以色列人~在罪里呢。

伯18: 8 因为他被自己的脚~入网中、
33:18 拦阻人不~于坑里、不死在刀
诗 9:15 外邦人~在自己所掘的坑中．
10: 2 愿他们~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
69: 2 我~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
69:14 不叫我~在其中．求你使我脱
94:13 惟有恶人~在所挖的坑中。
140: 9 ~害〔原文作遮蔽〕自己。
箴 2:18 他的家~入死地、他的路偏向
 3:26 他必保守你的脚不~入网罗。
11: 6 奸诈人必~在自己的罪孽中。
13:17 必~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
17:20 舌弄是非的、~在祸患中。
20:25 之后才查问、就是自~网罗。
22:14 和华所憎恶的、必~在其中。
22:25 的行为、自己就~在网罗里。
24:28 ~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
25:18 作假见证~害邻舍的、就是大
26:27 挖~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28:14 心存刚硬的、必~在祸患里。
29: 6 自~网罗．惟独义人欢呼喜乐
29:25 ~入网罗．惟有倚靠耶和华的
传 9:12 世人~在其中、也是如此。
10: 8 挖~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赛 8:15 跌碎、并~入网罗、被缠住。
24:17 惧、~坑、网罗、都临近你。
24:18 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坑．
24:18 从~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
24:20 沉重、必然塌~、不能复起。
28:13 跌碎、并~入网罗、被缠住。
31: 7 就是亲手所造~自己在罪中的
耶 5:26 的人．他们设立圈套~害人。
 7: 6 血、也不随从别神~害自己．
25: 7 ~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
32:35 使犹大~在罪里、这并不是我
38: 6 淤泥．耶利米就~在淤泥中。
38:22 见你的脚~入淤泥中．就转身
48:43 惧、~坑、网罗、都临近你。
48:44 的必坠入~坑．从陷坑上来的
48:44 从~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
51: 6 不要~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
哀 2: 9 都~入地内．主将他的门闩毁

 3:47 恐惧和~坑、残害和毁灭、都
结14: 3 把~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14: 4 把~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14: 7 把~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22: 3 作偶像玷污自己、~害自己。
38:20 陡岩必塌~、墙垣都必坍倒。
摩 3: 5 雀鸟岂能~在网罗里呢。网罗
俄 1: 7 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害你
哈 3: 6 长存的岭塌~．他的作为与古
太22:15 怎样就着耶稣的话~害他。
24: 9 人要把你们~在患难里、也要
24:10 也要彼此~害、彼此恨恶。
可12:13 那里、要就着他的话~害他。
提前 2:14 乃是女人被引诱、~在罪里。

 6: 9 就~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
彼后 2: 1 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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