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 圣经(99次)

新约(28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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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zhèn

普通书信(6) 希伯来书(6)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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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示录(7)

律法书(1)
历史书(9)

预言书(7)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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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71次)

以赛亚书(14)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2)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3)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9)
诗歌智慧书(21) 约伯记(4) 诗篇(14)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0)

出19:18 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动。
士 5: 4 那时地~天漏、云也落雨。
 5: 5 就~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

撒上 4: 5 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动。
14:15 地也~动、战兢之势甚大。

撒下22: 8 战抖、天的根基也~动摇撼。
王上 1:40 吹笛、大大欢呼、声音~地。

 1:45 声音使城~动、这就是你们所
19:11 风后地~、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19:12 地~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
伯 9: 6 他使地~动、离其本位、地的
26:11 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动惊奇
34:20 百姓被~动而去世、有权力的
37: 3 他发响声~遍天下、发电光闪
诗18: 7 战抖、山的根基也~动摇撼。
21: 9 和华要在他的~怒中吞灭他们
29: 5 耶和华的声音~破香柏树．耶
29: 5 耶和华~碎利巴嫩的香柏树。
29: 8 耶和华的声音~动旷野．耶和
29: 8 耶和华~动加低斯的旷野。
60: 2 你使地~动、而且崩裂．求你
68: 8 那时地见　神的面而~动、天
68: 8 乃山见以色列　神的面也~动
77:18 光照亮世界．大地战抖~动。
90: 9 都在你~怒之下．我们度尽的
97: 4 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动。
104:32 地便~动．他摸山、山就冒烟
114: 7 是雅各　神的面、便要~动。
箴14:35 惠．贻羞的仆人、遭其~怒。
16:14 王的~怒、如杀人的使者．但
30:21 使地~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
赛 2:19 耶和华兴起使地大~动的时候
 2:21 耶和华兴起使地大~动的时候
 5:25 山岭就~动、他们的尸首在街
 6: 4 门槛的根基~动、殿充满了烟
13:13 必使天~动、使地摇撼、离其
14: 9 阴间就因你~动、来迎接你．
14:16 使大地战抖、使列国~动、
23:11 ~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
24:18 都开了、地的根基也~动了。
24:19 尽都崩裂、大大的~动了。
29: 6 地~、大声、旋风、暴风、并

64: 1 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动、
64: 3 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动。
64: 9 求你不要大发~怒、也不要永
耶 4:24 尽都~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8:16 全地就都~动．因为他们来吞
10:10 他一发怒大地~动、他一恼恨
49:21 地就~动．人在红海那里、必
50:46 地就~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
51:29 地必~动而瘠苦．因耶和华向
结 3:12 见在我身后有~动轰轰的声音
 3:13 旁边轮子旋转~动轰轰的响声
26:10 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动．
26:15 的响声、海岛岂不都~动么。
27:28 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动。
31:16 就都~动、并且伊甸的一切树
37: 7 有地~．骨与骨互相联络。
38:19 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动．
38:20 就都~动、山岭必崩裂、陡岩
珥 2:10 地~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
 3:16 天地就~动．耶和华却要作他
摩 1: 1 大地~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
 8: 8 地岂不因这事~动、其上的居
 9: 1 使门槛~动、打碎柱顶落在众
鸿 1: 5 大山因他~动、小山也都消化
哈 3: 6 或作使地~动〕观看、赶散万
该 2: 6 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动天地
 2: 7 我必~动万国．万国的珍宝、
 2:21 所罗巴伯说、我必~动天地．
亚14: 5 西雅年间的人逃避大地~一样
太24: 7 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
24:29 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动。
27:51 半．地也~动．磐石也崩裂．
27:54 看见地~、并所经历的事、就
28: 2 忽然地大~动．因为有主的使
可13: 8 多处必有地~、饥荒．这都是
13:25 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动。
路21:11 地要大大~动、多处必有饥荒
21:23 地方、也有~怒临到这百姓。
21:26 天势都要~动．人想起那将要
约 3:36 生〕　神的~怒常在他身上。
徒 4:31 聚会的地方~动．他们就都被
16:26 忽然地大~动、甚至监牢的地

21:30 合城都~动、百姓一齐跑来、
罗 2: 5 以致　神~怒、显他公义审判
来12:26 当时他的声音~动了地．但如
12:26 再一次我不单要~动地、还要
12:26 单要震动地、还要~动天。』
12:27 是指明被~动的、就是受造之
12:27 挪去、使那不被~动的常存。
12:28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动的国
启 6:12 我又看见地大~动．日头变黑
 8: 5 有雷轰、大声、闪电、地~。
11:13 地大~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
11:13 因地~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
11:19 声音、雷轰、地~、大雹。
16:18 大地~、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16:18 没有这样大这样利害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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