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摇 圣经(142次)

新约(16次)
福音书(7)
历史书(4)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4)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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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yáo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57)
历史书(6)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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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出埃及记(9) 利未记(36) 民数记(12) 申命记(0)
旧约(126次)

以赛亚书(12)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2)
诗歌智慧书(39) 约伯记(6) 诗篇(31)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出11: 7 连狗也不敢向他们~舌、好叫
29:24 作为~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
29:24 摇祭、在耶和华面前~一摇。
29:24 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
29:26 作为~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
29:26 在耶和华面前~一摇、这就可
29:26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这就可
29:27 那~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
29:27 就是承接圣职所~的、所举的
利 7:30 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作~祭、
 7:30 耶和华面前作摇祭、~一摇。
 7:30 耶和华面前作摇祭、摇一~。
 7:34 取了这~的胸和举的腿、给祭
 8:27 作~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8:27 摇祭、在耶和华面前~一摇。
 8:27 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
 8:29 摩西拿羊的胸作为~祭、在耶
 8:29 在耶和华面前~一摇、是承接
 8:29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是承接
 9:21 亚伦当作~祭、在耶和华面前
 9:21 在耶和华面前~一摇．都是照
 9:21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都是照
10:14 所~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
10:15 所~的胸、他们要与火祭的脂
10:15 当~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10:15 在耶和华面前~一摇、这要归
10:15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这要归
14:12 一同作~祭、在耶和华面前摇
14:12 摇祭、在耶和华面前~一摇。
14:12 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
14:21 可以~一摇、为他赎罪、也要
14:21 可以摇一~、为他赎罪、也要
14:24 一同作~祭、在耶和华面前摇
14:24 摇祭、在耶和华面前~一摇。
14:24 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
23:11 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一摇
23:11 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
23:11 息日的次日、把这捆~一摇。
23:11 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
23:12 ~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
23:15 献禾捆为~祭的那日算起、要
23:17 烤成两个~祭的饼、当作初熟

23:20 一同作~祭、在耶和华面前摇
23:20 在耶和华面前~一摇、这是献
23:20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这是献
民 5:25 在耶和华面前~一摇、拿到坛
 5:25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拿到坛
 6:20 祭司要拿这些作为~祭、在耶
 6:20 在耶和华面前~一摇、这与所
 6:20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这与所
 6:20 这与所~的胸、所举的腿、同
 8:11 为以色列人当作~祭、使他们
 8:13 将他们当作~祭奉给耶和华。
 8:15 他们、将他们当作~祭奉上．
 8:21 伦将他们当作~祭奉到耶和华
18:11 并~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
18:18 像被~的胸、被举的右腿归你

撒下22: 8 地就~撼战抖、天的根基也震
22: 8 战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撼。

王上14:15 使他们~动、像水中的芦苇一
王下 5:11 在患处以上~手、治好这大痲

19:21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头。
代上16:30 战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
伯 9: 6 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撼。
16: 4 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头。
28: 4 人远离、悬在空中~来摇去。
28: 4 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去。
40:17 他~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
41:23 联络、紧贴其身、不能~动。
诗10: 6 我必不动~、世世代代不遭灾
13: 4 我的敌人在我~动的时候喜乐
15: 5 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
16: 8 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动。
18: 7 地就~撼战抖、山的根基也震
18: 7 战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撼。
21: 7 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动。
22: 7 嗤笑我．他们撇嘴~头、说、
26: 1 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动。
30: 6 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
44:14 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头。
46: 2 地虽改变、山虽~动到海心、
46: 5 城必不动~．到天一亮、　神
46: 6 列国动~．　神发声、地便熔
55:22 抚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

60: 2 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动。
62: 2 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
62: 6 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
64: 8 凡看见他们的、必都~头。
66: 9 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动。
82: 5 来走去．地的根基都~动了。
93: 1 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
96:10 不得动~．他要按公正审判众
99: 1 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
104: 5 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
107:27 他们~摇幌幌、东倒西歪、好
107:27 他们摇~幌幌、东倒西歪、好
109:25 羞辱．他们看见我、便~头。
112: 6 他永不动~．义人被记念直到
121: 3 他必不叫你的脚~动．保护你
125: 1 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
箴12: 3 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
30:33 ~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
赛13:13 震动、使地~撼、离其本位。
24:20 又~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
24:20 又摇来~去、好像吊床．罪过
28: 7 也因酒~摇晃晃、因浓酒东倒
28: 7 也因酒摇~晃晃、因浓酒东倒
28: 7 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晃晃、
28: 7 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晃晃、
33:21 其中必没有荡桨~橹的船来往
37:22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头。
40:20 巧匠、立起不能~动的偶像。
41: 7 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
66:12 必蒙抱在肋旁、~弄在膝上。
耶 4:24 都震动、小山也都~来摇去。
 4:24 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去。
10: 4 子和锤子钉稳、使他不动~。
18:16 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头。
48:27 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头。
哀 2:15 嗤笑~头、说、难道人所称为
 2:20 己所生育手里所~弄的婴孩么
 2:22 我所~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
结21:21 他~签、〔原文作箭〕求问神
但 4:14 ~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
鸿 3:12 若一~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
番 2:15 凡经过的人都必~手嗤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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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4:24 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撼。
27:39 过的人、讥诮他、~着头说、
可 6:48 ~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
15:29 ~着头说、咳、你这拆毁圣殿
路 6:38 连~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
 6:48 房子总不能~动．因为根基立
约 6:19 门徒~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
徒 1:26 于是众人为他们~签、摇出马
 1:26 ~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
 2:25 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
16:26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了．监

林前15:58 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常常
弗 4:14 被一切异教之风~动、飘来飘
帖前 3: 3 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动．因
来10:23 不至~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
启 6:13 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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