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陷 聖經(100次)

新約(7次)
福音書(4)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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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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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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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歷史書(3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2) 列王記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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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4)
舊約(93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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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約伯記(2) 詩篇(6) 箴言(14) 傳道書(2) 雅歌(0)

創20: 9 使我和我國裏的人~在大罪裏
26:10 的妻同寢、把我們~在罪裏。
出20:16 不可作假見證~害人。
32:21 麼、你竟使他們~在大罪裏。
利 4: 3 使百姓~在罪裏、就當為他所
民16:26 恐怕你們~在他們的罪中、與
申 5:20 不可作假見證~害人。
 7:25 免得你因此~入網羅．這原是
12:30 ~入網羅、也不可訪問他們的
19:18 見證的、以假見證~害弟兄、
書 6: 5 城牆就必塌~．各人都要往前
 6:20 城牆就塌~、百姓便上去進城

撒上28: 9 你為何~害我的性命、使我死
撒下20:15 眾民用錘撞城、要使城塌~。
王上12:30 這事叫百姓~在罪裏．因為他

13:34 這事叫耶羅波安的家~在罪裏
14:16 又使以色列人~在罪裏、耶和
15:26 親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5:30 使以色列人~在罪裏、惹動耶
15:34 他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6: 2 使我民以色列~在罪裏、惹我
16:13 們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6:19 他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6:26 他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21:22 怒、又使以色列人~在罪裏。
22:52 波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事

王下 3: 3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0:29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0:31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3: 2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3: 6 家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3:11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一切
14:24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一切
15: 9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5:18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5:24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5:28 安使以色列人~在罪裏的那罪
17:21 不隨從耶和華、~在大罪裏。
21:11 使猶大人拜他的偶像~在罪裏
21:16 使猶大人~在罪裏．又流許多
23:15 是叫以色列人~在罪裏尼八的

代上21: 3 為何使以色列人~在罪裏呢。

伯18: 8 因為他被自己的腳~入網中、
33:18 攔阻人不~於坑裏、不死在刀
詩 9:15 外邦人~在自己所掘的坑中．
10: 2 願他們~在自己所設的計謀裏
69: 2 我~在深淤泥中、沒有立腳之
69:14 不叫我~在其中．求你使我脫
94:13 惟有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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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保守你的腳不~入網羅。
11: 6 奸詐人必~在自己的罪孽中。
13:17 必~在禍患裏．忠信的使臣、
17:20 舌弄是非的、~在禍患中。
20:25 之後才查問、就是自~網羅。
22:14 和華所憎惡的、必~在其中。
22:25 的行為、自己就~在網羅裏。
24:28 ~害鄰舍．也不可用嘴欺騙人
25:18 作假見證~害鄰舍的、就是大
26:27 挖~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28:14 心存剛硬的、必~在禍患裏。
29: 6 自~網羅．惟獨義人歡呼喜樂
29:25 ~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
傳 9:12 世人~在其中、也是如此。
10: 8 挖~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賽 8:15 跌碎、並~入網羅、被纏住。
24:17 懼、~坑、網羅、都臨近你。
24:18 躲避恐懼聲音的必墜入~坑．
24:18 從~坑上來的必被網羅纏住．
24:20 沉重、必然塌~、不能復起。
28:13 跌碎、並~入網羅、被纏住。
31: 7 就是親手所造~自己在罪中的
耶 5:26 的人．他們設立圈套~害人。
 7: 6 血、也不隨從別神~害自己．
25: 7 ~害自己．這是耶和華說的。
32:35 使猶大~在罪裏、這並不是我
38: 6 淤泥．耶利米就~在淤泥中。
38:22 見你的腳~入淤泥中．就轉身
48:43 懼、~坑、網羅、都臨近你。
48:44 的必墜入~坑．從陷坑上來的
48:44 從~坑上來的、必被網羅纏住
51: 6 不要~在他的罪孽中、一同滅
哀 2: 9 都~入地內．主將他的門閂毀

 3:47 恐懼和~坑、殘害和毀滅、都
結14: 3 把~於罪的絆腳石放在面前、
14: 4 把~於罪的絆腳石放在面前、
14: 7 把~於罪的絆腳石放在面前、
22: 3 作偶像玷污自己、~害自己。
38:20 陡巖必塌~、牆垣都必坍倒。
摩 3: 5 雀鳥豈能~在網羅裏呢。網羅
俄 1: 7 你一同吃飯的設下網羅~害你
哈 3: 6 長存的嶺塌~．他的作為與古
太22:15 怎樣就著耶穌的話~害他。
24: 9 人要把你們~在患難裏、也要
24:10 也要彼此~害、彼此恨惡。
可12:13 那裏、要就著他的話~害他。
提前 2:14 乃是女人被引誘、~在罪裏。

 6: 9 就~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
彼後 2: 1 私自引進~害人的異端、連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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