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陰 聖經(105次)

新約(21次)
福音書(4)
歷史書(2)
保羅書信(8)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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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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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書(8)
歷史書(4)

預言書(4)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2)
舊約(84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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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約伯記(13) 詩篇(16) 箴言(12) 傳道書(1) 雅歌(1)

創37:35 我必悲哀著下~間到我兒子那
42:38 蒼、悲悲慘慘的下~間去了。
44:29 悲悲慘慘的下~間去了。』
44:31 蒼、悲悲慘慘的下~間去了。
民16:30 叫他們活活的墜落~間、你們
16:33 都活活地墜落~間、地口在他
申18:11 交鬼的、行巫術的、過~的。
32:22 直燒到極深的~間、把地和地

撒上 2: 6 使人下~間、也使人往上升。
撒下22: 6 ~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
王上 2: 6 行、不容他白頭安然下~間。

 2: 9 他白頭見殺、流血下到~間。
伯 7: 9 照樣、人下~間也不再上來。
11: 8 深於~間、你還能知道甚麼。
14:13 惟願你把我藏在~間．存於隱
17:13 我若盼望~間為我的房屋．若
17:16 這指望必下到~間的門閂那裏
21:13 日諸事亨通、轉眼下入~間。
24:19 ~間也如此消沒犯罪之輩。
26: 5 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魂戰兢
26: 6 在　神面前~間顯露、滅亡也
28: 3 查究幽暗~翳的石頭、直到極
30:23 地、到那為眾生所定的~宅。
34:22 暗、~翳、能給作孽的藏身。
40:22 蓮葉的~涼遮蔽他、溪旁的柳
詩 6: 5 記念你、在~間有誰稱謝你。
 9:17 神的外邦人、都必歸到~間。
16:10 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間
18: 5 ~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
30: 3 你曾把我的靈魂從~間救上來
31:17 愧、使他們在~間緘默無聲。
49:14 他們如同羊群派定下~間．死
49:14 必被~間所滅、以致無處可存
49:15 脫離~間的權柄、因他必收納
55:15 願他們活活的下入~間．因為
86:13 我的靈魂、免入極深的~間。
88: 3 了患難、我的性命臨近~間。
88:10 難道~魂還能起來稱讚你麼．
89:48 救他的靈魂脫離~間的權柄呢
116: 3 ~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
139: 8 我若在~間下榻、你也在那裏
箴 1:12 我們好像~間、把他們活活吞

 2:18 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間．
 5: 5 入死地．他腳步、踏住~間．
 7:27 他的家是在~間之路、下到死
 9:18 人卻不知有~魂在他那裏．他
 9:18 那裏．他的客在~間的深處。
15:11 ~間和滅亡、尚在耶和華眼前
15:24 上升、使他遠離在下的~間。
21:16 道路的、必住在~魂的會中。
23:14 就可以救他的靈魂免下~間。
27:20 ~間和滅亡、永不滿足．人的
30:16 就是~間和石胎、浸水不足的
傳 9:10 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間、沒有
歌 8: 6 嫉恨如~間之殘忍．所發的電
賽 5:14 ~間擴張其欲、開了無限量的
14: 9 你下到~間、陰間就因你震動
14: 9 ~間就因你震動、來迎接你．
14: 9 因你驚動在世曾為首領的~魂
14:11 都下到~間．你下鋪的是蟲、
14:15 然而你必墜落~間、到坑中極
14:18 王俱各在自己~宅的榮耀中安
25: 4 暴風之處、作避炎熱的~涼。
28:15 與~間結盟．敵軍〔原文作鞭
28:18 與~間所結的盟、必立不住．
38:10 必進入~間的門．我餘剩的年
38:18 原來~間不能稱謝你、死亡不
57: 9 遠方去、自卑自賤直到~間。
結26:20 那時我要叫你下入~府、與古
31:14 都被交與死亡、到~府去了。
31:15 他下~間的那日、我便使人悲
31:16 我將他扔到~間、與下坑的人
31:16 美的樹、都在~府受了安慰。
31:17 他們也與他同下~間、到被殺
31:18 要與伊甸的諸樹一同下到~府
32:18 下坑的人、一同扔到~府去。
32:21 要在~間對埃及王和幫助他的
32:24 未受割禮而下~府的．他們曾
32:27 這些勇士帶著兵器下~間、頭
何13:14 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間、救贖
13:14 ~間哪、你的毀滅在哪裏呢．
摩 9: 2 他們雖然挖透~間、我的手必
拿 2: 2 從~間的深處呼求、你就俯聽
哈 2: 5 擴充心欲好像~間．他如死不

太11:23 將來必墜落~間．因為在你那
16:18 ~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路10:15 到天上麼〕將來必推下~間。
16:23 他在~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
徒 2:27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間
 2:31 不撇在~間、他的肉身、也不
羅 1:29 或作~毒〕滿心是嫉妒、凶殺
10: 7 誰要下到~間去呢．就是要領

林前 5: 8 或作~毒〕邪惡的酵、只用誠
弗 4:31 或作~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
 5:16 要愛惜光~、因為現今的世代
西 3: 8 或作~毒〕毀謗、並口中污穢
 4: 5 你們要愛惜光~、用智慧與外
多 3: 3 或作~毒〕嫉妒的心、是可恨
彼前 2: 1 或作~毒〕詭詐、並假善、嫉

 2:16 或作~毒〕總要作　神的僕人
 4: 2 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
啟 1:18 並且拿著死亡和~間的鑰匙。
 6: 8 ~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
20:13 死亡和~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20:14 死亡和~間也被扔在火湖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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