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搖 聖經(142次)

新約(16次)
福音書(7)
歷史書(4)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4)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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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yáo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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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57)
歷史書(6)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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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出埃及記(9) 利未記(36) 民數記(12) 申命記(0)
舊約(126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2)
詩歌智慧書(39) 約伯記(6) 詩篇(31)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出11: 7 連狗也不敢向他們~舌、好叫
29:24 作為~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29:24 搖祭、在耶和華面前~一搖。
29:24 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29:26 作為~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29:26 在耶和華面前~一搖、這就可
29:26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這就可
29:27 那~祭的胸、和舉祭的腿、就
29:27 就是承接聖職所~的、所舉的
利 7:30 好把胸在耶和華面前作~祭、
 7:30 耶和華面前作搖祭、~一搖。
 7:30 耶和華面前作搖祭、搖一~。
 7:34 取了這~的胸和舉的腿、給祭
 8:27 作~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
 8:27 搖祭、在耶和華面前~一搖。
 8:27 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8:29 摩西拿羊的胸作為~祭、在耶
 8:29 在耶和華面前~一搖、是承接
 8:29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是承接
 9:21 亞倫當作~祭、在耶和華面前
 9:21 在耶和華面前~一搖．都是照
 9:21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都是照
10:14 所~的胸、所舉的腿、你們要
10:15 所~的胸、他們要與火祭的脂
10:15 當~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
10:15 在耶和華面前~一搖、這要歸
10:15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這要歸
14:12 一同作~祭、在耶和華面前搖
14:12 搖祭、在耶和華面前~一搖。
14:12 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14:21 可以~一搖、為他贖罪、也要
14:21 可以搖一~、為他贖罪、也要
14:24 一同作~祭、在耶和華面前搖
14:24 搖祭、在耶和華面前~一搖。
14:24 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23:11 把這一捆在耶和華面前~一搖
23:11 把這一捆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23:11 息日的次日、把這捆~一搖。
23:11 息日的次日、把這捆搖一~。
23:12 ~這捆的日子、你們要把一歲
23:15 獻禾捆為~祭的那日算起、要
23:17 烤成兩個~祭的餅、當作初熟

23:20 一同作~祭、在耶和華面前搖
23:20 在耶和華面前~一搖、這是獻
23:20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這是獻
民 5:25 在耶和華面前~一搖、拿到壇
 5:25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拿到壇
 6:20 祭司要拿這些作為~祭、在耶
 6:20 在耶和華面前~一搖、這與所
 6:20 在耶和華面前搖一~、這與所
 6:20 這與所~的胸、所舉的腿、同
 8:11 為以色列人當作~祭、使他們
 8:13 將他們當作~祭奉給耶和華。
 8:15 他們、將他們當作~祭奉上．
 8:21 倫將他們當作~祭奉到耶和華
18:11 並~祭、都是你的、我已賜給
18:18 像被~的胸、被舉的右腿歸你

撒下22: 8 地就~撼戰抖、天的根基也震
22: 8 戰抖、天的根基也震動~撼。

王上14:15 使他們~動、像水中的蘆葦一
王下 5:11 在患處以上~手、治好這大痲

19:21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頭。
代上16:30 戰抖．世界也堅定不得動~。
伯 9: 6 離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撼。
16: 4 攻擊你們、又能向你們~頭。
28: 4 人遠離、懸在空中~來搖去。
28: 4 人遠離、懸在空中搖來~去。
40:17 他~動尾巴如香柏樹．他大腿
41:23 聯絡、緊貼其身、不能~動。
詩10: 6 我必不動~、世世代代不遭災
13: 4 我的敵人在我~動的時候喜樂
15: 5 行這些事的人、必永不動~。
16: 8 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至~動。
18: 7 地就~撼戰抖、山的根基也震
18: 7 戰抖、山的根基也震動~撼。
21: 7 因至高者的慈愛必不~動。
22: 7 嗤笑我．他們撇嘴~頭、說、
26: 1 我又倚靠耶和華並不~動。
30: 6 事平順、便說、我永不動~。
44:14 了笑談、使眾民向我們~頭。
46: 2 地雖改變、山雖~動到海心、
46: 5 城必不動~．到天一亮、　神
46: 6 列國動~．　神發聲、地便鎔
55:22 撫養你．他永不叫義人動~。

60: 2 你將裂口醫好．因為地~動。
62: 2 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很動~。
62: 6 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動~。
64: 8 凡看見他們的、必都~頭。
66: 9 存活、也不叫我們的腳~動。
82: 5 來走去．地的根基都~動了。
93: 1 腰．世界就堅定、不得動~。
96:10 不得動~．他要按公正審判眾
99: 1 坐在二基路伯上、地當動~。
104: 5 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動~。
107:27 他們~搖幌幌、東倒西歪、好
107:27 他們搖~幌幌、東倒西歪、好
109:25 羞辱．他們看見我、便~頭。
112: 6 他永不動~．義人被記念直到
121: 3 他必不叫你的腳~動．保護你
125: 1 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
箴12: 3 能堅立．義人的根必不動~。
30:33 ~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
賽13:13 震動、使地~撼、離其本位。
24:20 又~來搖去、好像吊床．罪過
24:20 又搖來~去、好像吊床．罪過
28: 7 也因酒~搖晃晃、因濃酒東倒
28: 7 也因酒搖~晃晃、因濃酒東倒
28: 7 祭司和先知因濃酒~搖晃晃、
28: 7 祭司和先知因濃酒搖~晃晃、
33:21 其中必沒有盪槳~櫓的船來往
37:22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頭。
40:20 巧匠、立起不能~動的偶像。
41: 7 用釘子釘穩、免得偶像動~。
66:12 必蒙抱在肋旁、~弄在膝上。
耶 4:24 都震動、小山也都~來搖去。
 4:24 都震動、小山也都搖來~去。
10: 4 子和錘子釘穩、使他不動~。
18:16 凡經過這地的、必驚駭~頭。
48:27 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頭。
哀 2:15 嗤笑~頭、說、難道人所稱為
 2:20 己所生育手裏所~弄的嬰孩麼
 2:22 我所~弄所養育的嬰孩、仇敵
結21:21 他~籤、〔原文作箭〕求問神
但 4:14 ~掉葉子、拋散果子、使走獸
鴻 3:12 若一~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
番 2:15 凡經過的人都必~手嗤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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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4:24 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撼。
27:39 過的人、譏誚他、~著頭說、
可 6:48 ~櫓甚苦．夜裏約有四更天、
15:29 ~著頭說、咳、你這拆毀聖殿
路 6:38 連~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
 6:48 房子總不能~動．因為根基立
約 6:19 門徒~櫓約行了十里多路、看
徒 1:26 於是眾人為他們~籤、搖出馬
 1:26 ~出馬提亞來．他就和十一個
 2:25 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動．
16:26 甚至監牢的地基都~動了．監

林前15:58 你們務要堅固不可~動、常常
弗 4:14 被一切異教之風~動、飄來飄
帖前 3: 3 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動．因
來10:23 不至~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
啟 6:13 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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