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 聖經(99次)

新約(28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3)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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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希伯來書(6)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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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啟示錄(7)

律法書(1)
歷史書(9)

預言書(7)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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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71次)

以賽亞書(14)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2)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3)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9)
詩歌智慧書(21) 約伯記(4) 詩篇(14)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0)

出19:18 燒窯一般．遍山大大的~動。
士 5: 4 那時地~天漏、雲也落雨。
 5: 5 就~動．西乃山見耶和華以色

撒上 4: 5 眾人就大聲歡呼、地便~動。
14:15 地也~動、戰兢之勢甚大。

撒下22: 8 戰抖、天的根基也~動搖撼。
王上 1:40 吹笛、大大歡呼、聲音~地。

 1:45 聲音使城~動、這就是你們所
19:11 風後地~、耶和華卻不在其中
19:12 地~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
伯 9: 6 他使地~動、離其本位、地的
26:11 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責~動驚奇
34:20 百姓被~動而去世、有權力的
37: 3 他發響聲~遍天下、發電光閃
詩18: 7 戰抖、山的根基也~動搖撼。
21: 9 和華要在他的~怒中吞滅他們
29: 5 耶和華的聲音~破香柏樹．耶
29: 5 耶和華~碎利巴嫩的香柏樹。
29: 8 耶和華的聲音~動曠野．耶和
29: 8 耶和華~動加低斯的曠野。
60: 2 你使地~動、而且崩裂．求你
68: 8 那時地見　神的面而~動、天
68: 8 乃山見以色列　神的面也~動
77:18 光照亮世界．大地戰抖~動。
90: 9 都在你~怒之下．我們度盡的
97: 4 光照世界．大地看見便~動。
104:32 地便~動．他摸山、山就冒煙
114: 7 是雅各　神的面、便要~動。
箴14:35 惠．貽羞的僕人、遭其~怒。
16:14 王的~怒、如殺人的使者．但
30:21 使地~動的有三樣、連地擔不
賽 2:19 耶和華興起使地大~動的時候
 2:21 耶和華興起使地大~動的時候
 5:25 山嶺就~動、他們的屍首在街
 6: 4 門檻的根基~動、殿充滿了煙
13:13 必使天~動、使地搖撼、離其
14: 9 陰間就因你~動、來迎接你．
14:16 使大地戰抖、使列國~動、
23:11 ~動列國．至於迦南、他已經
24:18 都開了、地的根基也~動了。
24:19 盡都崩裂、大大的~動了。
29: 6 地~、大聲、旋風、暴風、並

64: 1 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動、
64: 3 你降臨、山嶺在你面前~動。
64: 9 求你不要大發~怒、也不要永
耶 4:24 盡都~動、小山也都搖來搖去
 8:16 全地就都~動．因為他們來吞
10:10 他一發怒大地~動、他一惱恨
49:21 地就~動．人在紅海那裏、必
50:46 地就~動、人在列邦都聽見呼
51:29 地必~動而瘠苦．因耶和華向
結 3:12 見在我身後有~動轟轟的聲音
 3:13 旁邊輪子旋轉~動轟轟的響聲
26:10 和戰車、輜重車的響聲~動．
26:15 的響聲、海島豈不都~動麼。
27:28 號之聲一發、郊野都必~動。
31:16 就都~動、並且伊甸的一切樹
37: 7 有地~．骨與骨互相聯絡。
38:19 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動．
38:20 就都~動、山嶺必崩裂、陡巖
珥 2:10 地~天動、日月昏暗、星宿無
 3:16 天地就~動．耶和華卻要作他
摩 1: 1 大地~前二年、提哥亞牧人中
 8: 8 地豈不因這事~動、其上的居
 9: 1 使門檻~動、打碎柱頂落在眾
鴻 1: 5 大山因他~動、小山也都消化
哈 3: 6 或作使地~動〕觀看、趕散萬
該 2: 6 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動天地
 2: 7 我必~動萬國．萬國的珍寶、
 2:21 所羅巴伯說、我必~動天地．
亞14: 5 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一樣
太24: 7 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
24:29 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動。
27:51 半．地也~動．磐石也崩裂．
27:54 看見地~、並所經歷的事、就
28: 2 忽然地大~動．因為有主的使
可13: 8 多處必有地~、饑荒．這都是
13:25 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動。
路21:11 地要大大~動、多處必有饑荒
21:23 地方、也有~怒臨到這百姓。
21:26 天勢都要~動．人想起那將要
約 3:36 生〕　神的~怒常在他身上。
徒 4:31 聚會的地方~動．他們就都被
16:26 忽然地大~動、甚至監牢的地

21:30 合城都~動、百姓一齊跑來、
羅 2: 5 以致　神~怒、顯他公義審判
來12:26 當時他的聲音~動了地．但如
12:26 再一次我不單要~動地、還要
12:26 單要震動地、還要~動天。』
12:27 是指明被~動的、就是受造之
12:27 挪去、使那不被~動的常存。
12: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動的國
啟 6:12 我又看見地大~動．日頭變黑
 8: 5 有雷轟、大聲、閃電、地~。
11:13 地大~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
11:13 因地~而死的有七千人．其餘
11:19 聲音、雷轟、地~、大雹。
16:18 大地~、自從地上有人以來、
16:18 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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