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 聖經(125次)

新約(15次)
福音書(5)
歷史書(2)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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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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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1) 雅各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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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示錄(1)

律法書(15)
歷史書(21)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9)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8)
舊約(110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6) 何西阿書(3) 約珥書(3) 阿摩司書(6)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4)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38) 約伯記(15) 詩篇(13) 箴言(7) 傳道書(2) 雅歌(1)

創 2: 5 耶和華　神還沒有降~在地上
 7: 4 我要降~在地上四十晝夜、把
 7:12 四十晝夜降大~在地上。
 8: 2 塞了、天上的大~也止住了。
出 9:33 止住、~也不再澆在地上了。
 9:34 法老見~和雹與雷止住、就越
利26: 4 我就給你們降下時~、叫地生
申11:11 有山、有谷、~水滋潤之地。
11:14 必按時降秋~春雨、在你們的
11:14 必按時降秋雨春~、在你們的
11:17 就使天閉塞不下~、地也不出
28:12 按時降~在你的地上．在你手
28:24 耶和華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
32: 2 我的教訓要淋漓如~、我的言
32: 2 如細~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
士 5: 4 那時地震天漏、雲也落~。
撒上12:17 他必打雷降~、使你們又知道

12:18 耶和華就在這日打雷降~、眾
撒下 1:21 願你那裏沒有~露．願你田地

21:10 直到天降~在屍身上的時候、
23: 4 ~後的晴光、使地發生嫩草。

王上 8:35 使天閉塞不下~、他們若向此
 8:36 且降~在你的地、就是你賜給
17: 1 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
17: 7 乾了、因為~沒有下在地上。
17:14 直到耶和華使~降在地上的日
18: 1 哈得見你．我要降~在地上。
18:41 吃喝、因為有多~的響聲了。
18:44 當套車下去、免得被~阻擋。
18:45 降下大~。亞哈就坐車、往耶

王下 3:17 不見~、這谷必滿了水、使你
代下 6:26 使天閉塞不下~、他們若向此

 6:27 且降~在你的地、就是你賜給
 7:13 我若使天閉塞不下~、或使蝗
拉10: 9 事、又因下大~、就都戰兢。
10:13 又逢大~的時令、我們不能站
伯 5:10 降~在地上、賜水於田裏．
20:23 要將這忿怒像~降在他身上。
24: 8 在山上被大~淋濕．因沒有避
28:26 他為~露定命令、為雷電定道
29:22 我的言語像~露滴在他們身上
29:23 他們仰望我如仰望~．又張開

29:23 望雨．又張開口如切慕春~。
36:27 這水點從雲霧中就變成~．
36:28 雲彩將~落下、沛然降與世人
37: 6 對大~和暴雨、也是這樣說。
37: 6 對大雨和暴~、也是這樣說。
38:25 誰為~水分道、誰為雷電開路
38:26 使~降在無人之地、無人居住
38:28 ~有父麼、露水珠、是誰生的
38:34 聲來、使傾盆的~遮蓋你麼。
詩55: 8 速逃到避所、脫離狂風暴~。
65: 9 降下透~、使地大得肥美．
68: 8 天也落~．西乃山見以色列
68: 9 你降下大~．你產業以色列疲
72: 6 像~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
78:24 降嗎哪像~給他們吃、將天上
78:27 他降肉像~在他們當中、多如
83:15 追趕他們、用暴~恐嚇他們。
84: 6 並有秋~之福、蓋滿了全谷。
105:32 他給他們降下冰雹為~、在他
135: 7 造電隨~而閃、從府庫中帶出
143: 6 如乾旱之地盼~一樣。〔細拉
147: 8 為地降~、使草生長在山上。
箴16:15 王的恩典、好像春雲時~。
19:13 妻子的爭吵、如~連連滴漏。
25:14 送禮物的、好像無~的風雲。
25:23 北風生~、讒謗人的舌頭也生
26: 1 收割時下~、都不相宜．愚昧
27:15 大~之日連連滴漏、和爭吵的
28: 3 壓貧民、好像暴~沖沒糧食。
傳11: 3 雲若滿了~、就必傾倒在地上
12: 2 變為黑暗、~後雲彩反回、
歌 2:11 冬天已往．~水止住過去了。
賽 4: 6 為藏身之處、躲避狂風暴~。
 5: 6 我也必命雲不降~在其上。
30:23 主必降~在其上．並使地所出
32: 2 和避暴~的隱密處、又像河流
44:14 一棵．他栽種松樹得~長養、
55:10 ~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
耶 3: 3 ~不降．你還是有娼妓之臉、
 5:24 他按時賜~、就是秋雨春雨．
 5:24 就是秋~春雨．又為我們定收
 5:24 就是秋雨春~．又為我們定收

10:13 他造電隨~而閃、從他府庫中
14: 4 因為無~降在地上、地都乾裂
14:22 有能降~的麼。天能自降甘霖
51:16 他造電隨~而閃、從他府庫中
結 1:28 下~的日子、雲中虹的形狀怎
13:11 必有暴~漫過．大冰雹阿、你
13:13 在怒中使暴~漫過、又發怒降
22:24 恨的日子也沒有~下在你以上
34:26 我也必叫時~落下．必有福如
38:22 我也必將暴~、大雹、與火、
何 6: 3 他必臨到我們像甘~、像滋潤
 6: 3 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
10:12 使公義如~降在你們身上。
珥 2:23 因他賜給你們合宜的秋~、為
 2:23 就是秋~、春雨、和先前一樣
 2:23 是秋雨、春~、和先前一樣。
摩 4: 7 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停止、
 4: 7 我降~在這城、不降雨在那城
 4: 7 不降~在那城．這塊地有雨、
 4: 7 這塊地有~、那塊地無雨．無
 4: 7 那塊地無~．無雨的就枯乾了
 4: 7 塊地無雨．無~的就枯乾了。
亞10: 1 當春~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
10: 1 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
14:17 的、必無~降在他們的地上。
14:18 ~也不降在他們的地上．凡不
太 5:45 降~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7:25 ~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
 7:27 ~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
16: 3 今日必有風~。你們知道分辨
路12:54 說、要下一陣~．果然就有。
徒14:17 從天降~、賞賜豐年、叫你們
28: 2 因為當時下~、天氣又冷、就
來 6: 7 吃過屢次下的~水、生長菜蔬
雅 5: 7 的出產、直到得了秋~春雨。
 5: 7 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
 5:17 求不要下~、雨就三年零六個
 5:17 ~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5:18 天就降下~來、地也生出土產
猶 1:12 是沒有~的雲彩、被風飄蕩．
啟11: 6 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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