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 圣经(125次)

新约(15次)
福音书(5)
历史书(2)
保罗书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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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yǔ

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1) 雅各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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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1)

律法书(15)
历史书(21)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9)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0) 申命记(8)
旧约(110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6) 何西阿书(3) 约珥书(3) 阿摩司书(6)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4)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38) 约伯记(15) 诗篇(13) 箴言(7) 传道书(2) 雅歌(1)

创 2: 5 耶和华　神还没有降~在地上
 7: 4 我要降~在地上四十昼夜、把
 7:12 四十昼夜降大~在地上。
 8: 2 塞了、天上的大~也止住了。
出 9:33 止住、~也不再浇在地上了。
 9:34 法老见~和雹与雷止住、就越
利26: 4 我就给你们降下时~、叫地生
申11:11 有山、有谷、~水滋润之地。
11:14 必按时降秋~春雨、在你们的
11:14 必按时降秋雨春~、在你们的
11:17 就使天闭塞不下~、地也不出
28:12 按时降~在你的地上．在你手
28:24 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
32: 2 我的教训要淋漓如~、我的言
32: 2 如细~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
士 5: 4 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
撒上12:17 他必打雷降~、使你们又知道

12:18 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众
撒下 1:21 愿你那里没有~露．愿你田地

21:10 直到天降~在尸身上的时候、
23: 4 ~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

王上 8:35 使天闭塞不下~、他们若向此
 8:36 且降~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
17: 1 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
17: 7 干了、因为~没有下在地上。
17:14 直到耶和华使~降在地上的日
18: 1 哈得见你．我要降~在地上。
18:41 吃喝、因为有多~的响声了。
18:44 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阻挡。
18:45 降下大~。亚哈就坐车、往耶

王下 3:17 不见~、这谷必满了水、使你
代下 6:26 使天闭塞不下~、他们若向此

 6:27 且降~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
 7:13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或使蝗
拉10: 9 事、又因下大~、就都战兢。
10:13 又逢大~的时令、我们不能站
伯 5:10 降~在地上、赐水于田里．
20:23 要将这忿怒像~降在他身上。
24: 8 在山上被大~淋湿．因没有避
28:26 他为~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
29:22 我的言语像~露滴在他们身上
29:23 他们仰望我如仰望~．又张开

29:23 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
36:27 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
36:28 云彩将~落下、沛然降与世人
37: 6 对大~和暴雨、也是这样说。
37: 6 对大雨和暴~、也是这样说。
38:25 谁为~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
38:26 使~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
38:28 ~有父么、露水珠、是谁生的
38:34 声来、使倾盆的~遮盖你么。
诗55: 8 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
65: 9 降下透~、使地大得肥美．
68: 8 天也落~．西乃山见以色列
68: 9 你降下大~．你产业以色列疲
72: 6 像~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
78:24 降吗哪像~给他们吃、将天上
78:27 他降肉像~在他们当中、多如
83:15 追赶他们、用暴~恐吓他们。
84: 6 并有秋~之福、盖满了全谷。
105:32 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在他
135: 7 造电随~而闪、从府库中带出
143: 6 如干旱之地盼~一样。〔细拉
147: 8 为地降~、使草生长在山上。
箴16:15 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
19:13 妻子的争吵、如~连连滴漏。
25:14 送礼物的、好像无~的风云。
25:23 北风生~、谗谤人的舌头也生
26: 1 收割时下~、都不相宜．愚昧
27:15 大~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
28: 3 压贫民、好像暴~冲没粮食。
传11: 3 云若满了~、就必倾倒在地上
12: 2 变为黑暗、~后云彩反回、
歌 2:11 冬天已往．~水止住过去了。
赛 4: 6 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
 5: 6 我也必命云不降~在其上。
30:23 主必降~在其上．并使地所出
32: 2 和避暴~的隐密处、又像河流
44:14 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长养、
55:10 ~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
耶 3: 3 ~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
 5:24 他按时赐~、就是秋雨春雨．
 5:24 就是秋~春雨．又为我们定收
 5:24 就是秋雨春~．又为我们定收

10:13 他造电随~而闪、从他府库中
14: 4 因为无~降在地上、地都干裂
14:22 有能降~的么。天能自降甘霖
51:16 他造电随~而闪、从他府库中
结 1:28 下~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
13:11 必有暴~漫过．大冰雹阿、你
13:13 在怒中使暴~漫过、又发怒降
22:24 恨的日子也没有~下在你以上
34:26 我也必叫时~落下．必有福如
38:22 我也必将暴~、大雹、与火、
何 6: 3 他必临到我们像甘~、像滋润
 6: 3 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
10:12 使公义如~降在你们身上。
珥 2:23 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为
 2:23 就是秋~、春雨、和先前一样
 2:23 是秋雨、春~、和先前一样。
摩 4: 7 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停止、
 4: 7 我降~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
 4: 7 不降~在那城．这块地有雨、
 4: 7 这块地有~、那块地无雨．无
 4: 7 那块地无~．无雨的就枯干了
 4: 7 块地无雨．无~的就枯干了。
亚10: 1 当春~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
10: 1 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
14:17 的、必无~降在他们的地上。
14:18 ~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
太 5:45 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7:25 ~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
 7:27 ~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
16: 3 今日必有风~。你们知道分辨
路12:54 说、要下一阵~．果然就有。
徒14:17 从天降~、赏赐丰年、叫你们
28: 2 因为当时下~、天气又冷、就
来 6: 7 吃过屡次下的~水、生长菜蔬
雅 5: 7 的出产、直到得了秋~春雨。
 5: 7 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
 5:17 求不要下~、雨就三年零六个
 5:17 ~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5:18 天就降下~来、地也生出土产
犹 1:12 是没有~的云彩、被风飘荡．
启11: 6 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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