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 圣经(105次)

新约(21次)
福音书(4)
历史书(2)
保罗书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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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yīn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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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书(8)
历史书(4)

预言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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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2)
旧约(84次)

以赛亚书(13)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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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约伯记(13) 诗篇(16) 箴言(12) 传道书(1) 雅歌(1)

创37:35 我必悲哀着下~间到我儿子那
42:38 苍、悲悲惨惨的下~间去了。
44:29 悲悲惨惨的下~间去了。』
44:31 苍、悲悲惨惨的下~间去了。
民16:30 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间、你们
16:33 都活活地坠落~间、地口在他
申18:11 交鬼的、行巫术的、过~的。
32:22 直烧到极深的~间、把地和地

撒上 2: 6 使人下~间、也使人往上升。
撒下22: 6 ~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
王上 2: 6 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间。

 2: 9 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间。
伯 7: 9 照样、人下~间也不再上来。
11: 8 深于~间、你还能知道什么。
14:13 惟愿你把我藏在~间．存于隐
17:13 我若盼望~间为我的房屋．若
17:16 这指望必下到~间的门闩那里
21:13 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间。
24:19 ~间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
26: 5 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魂战兢
26: 6 在　神面前~间显露、灭亡也
28: 3 查究幽暗~翳的石头、直到极
30:23 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宅。
34:22 暗、~翳、能给作孽的藏身。
40:22 莲叶的~凉遮蔽他、溪旁的柳
诗 6: 5 记念你、在~间有谁称谢你。
 9:17 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间。
16:10 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间
18: 5 ~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
30: 3 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间救上来
31:17 愧、使他们在~间缄默无声。
49:14 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间．死
49:14 必被~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
49:15 脱离~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
55:15 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间．因为
86:13 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间。
88: 3 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间。
88:10 难道~魂还能起来称赞你么．
89:48 救他的灵魂脱离~间的权柄呢
116: 3 ~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
139: 8 我若在~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箴 1:12 我们好像~间、把他们活活吞

 2:18 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间．
 5: 5 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间．
 7:27 他的家是在~间之路、下到死
 9:18 人却不知有~魂在他那里．他
 9:18 那里．他的客在~间的深处。
15:11 ~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
15:24 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间。
21:16 道路的、必住在~魂的会中。
23:14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间。
27:20 ~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
30:16 就是~间和石胎、浸水不足的
传 9:10 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间、没有
歌 8: 6 嫉恨如~间之残忍．所发的电
赛 5:14 ~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
14: 9 你下到~间、阴间就因你震动
14: 9 ~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
14: 9 因你惊动在世曾为首领的~魂
14:11 都下到~间．你下铺的是虫、
14:15 然而你必坠落~间、到坑中极
14:18 王俱各在自己~宅的荣耀中安
25: 4 暴风之处、作避炎热的~凉。
28:15 与~间结盟．敌军〔原文作鞭
28:18 与~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
38:10 必进入~间的门．我余剩的年
38:18 原来~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
57: 9 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间。
结26:20 那时我要叫你下入~府、与古
31:14 都被交与死亡、到~府去了。
31:15 他下~间的那日、我便使人悲
31:16 我将他扔到~间、与下坑的人
31:16 美的树、都在~府受了安慰。
31:17 他们也与他同下~间、到被杀
31:18 要与伊甸的诸树一同下到~府
32:18 下坑的人、一同扔到~府去。
32:21 要在~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
32:24 未受割礼而下~府的．他们曾
32:27 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间、头
何13:14 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间、救赎
13:14 ~间哪、你的毁灭在哪里呢．
摩 9: 2 他们虽然挖透~间、我的手必
拿 2: 2 从~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
哈 2: 5 扩充心欲好像~间．他如死不

太11:23 将来必坠落~间．因为在你那
16:18 ~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路10:15 到天上么〕将来必推下~间。
16:23 他在~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
徒 2:27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间
 2:31 不撇在~间、他的肉身、也不
罗 1:29 或作~毒〕满心是嫉妒、凶杀
10: 7 谁要下到~间去呢．就是要领

林前 5: 8 或作~毒〕邪恶的酵、只用诚
弗 4:31 或作~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
 5:16 要爱惜光~、因为现今的世代
西 3: 8 或作~毒〕毁谤、并口中污秽
 4: 5 你们要爱惜光~、用智慧与外
多 3: 3 或作~毒〕嫉妒的心、是可恨
彼前 2: 1 或作~毒〕诡诈、并假善、嫉

 2:16 或作~毒〕总要作　神的仆人
 4: 2 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
启 1:18 并且拿着死亡和~间的钥匙。
 6: 8 ~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
20:13 死亡和~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20:14 死亡和~间也被扔在火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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