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陣 聖經(96次)

新約(5次)
福音書(3)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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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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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5)
歷史書(69)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8)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1) 撒母耳記下(15) 列王記上(7) 列王記下(3) 歷
代志上(14) 歷代志下(1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4)
舊約(91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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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0)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2) 詩篇(2)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4: 8 在西訂谷擺~、與他們交戰．
申20: 2 你們將要上~的時候、祭司要
20: 5 恐怕他~亡、別人去奉獻。
20: 6 去、恐怕他~亡、別人去用。
20: 7 去、恐怕他~亡、別人去娶。
書 4:13 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
士 8:13 甸、由希列斯坡從~上回來、
20:20 人打仗、就在基比亞前擺~。
20:22 仍在頭一日擺~的地方又擺陣
20:22 仍在頭一日擺陣的地方又擺~
20:23 未擺~之先、以色列人上去、
20:30 在基比亞前擺~、與前兩次一
20:33 在巴力他瑪擺~．以色列的伏
20:39 以色列人臨退~的時候、便雅

撒上 4: 2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擺~．兩
 4:12 日有一個便雅憫人從~上逃跑
 4:16 我是從~上來的、今日我從陣
 4:16 今日我從~上逃回．以利說、
17:10 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軍隊罵~
17:25 是要向以色列人罵~．若有能
17:26 竟敢向永生　神的軍隊罵~麼
17:36 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軍隊罵~
26:10 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戰~亡。
29: 4 恐怕他在~上反為我們的敵人
30:24 上~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

撒下 1: 4 百姓從~上逃跑、也有許多人
 1:25 英雄何竟在~上仆倒．約拿單
10: 8 亞捫人出來在城門前擺~．瑣
10: 8 並瑪迦人、另在郊野擺~。
10: 9 約押看見敵人在他前後擺~、
10: 9 兵、使他們對著亞蘭人擺~。
10:10 弟亞比篩、對著亞捫人擺~。
10:17 亞蘭人迎著大衛擺~、與他打
11:15 到~勢極險之處、你們便退後
18: 3 我們~亡一半、敵人也不介意
18: 7 那日~亡的甚多、共有二萬人
19: 3 就如敗~逃跑慚愧的民一般。
19:10 他已經~亡。現在為甚麼不出
21:21 這人向以色列人罵~、大衛的
23: 9 衛的三個勇士向非利士人罵~

王上11:15 元帥約押上去葬埋~亡的人、
20:39 僕人在~上的時候、有人帶了

22:20 誘亞哈上基列的拉末去~亡呢
22:30 我要改裝上~．你可以仍穿王
22:30 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裝上~。
22:34 你轉過車來、拉我出~吧。
22:35 那日~勢越戰越猛．有人扶王

王下 3:26 摩押王見~勢甚大、難以對敵
 3:26 要衝過~去到以東王那裏、卻
24:16 都是能上~的勇士、全擄到巴

代上 5:20 因為他們在~上呼求　神、倚
 7:11 他們的子孫能上~打仗的、共
12:25 能上~大能的勇士、有七千一
12:33 能上~、用各樣兵器打仗、行
12:35 能擺~的有二萬八千六百人。
12:36 派、能上~打仗的有四萬人。
19: 9 在城門前擺~．所來的諸王另
19: 9 所來的諸王另在郊野擺~。
19:10 約押看見敵人在他前後擺~、
19:10 兵、使他們對著亞蘭人擺~。
19:11 弟亞比篩、對著亞捫人擺~。
19:17 迎著他們擺~。大衛既擺陣攻
19:17 大衛既擺~攻擊亞蘭人、亞蘭
20: 7 這人向以色列人罵~、大衛的

代下13: 3 比雅率領挑選的兵四十萬擺~
13: 3 勇士八十萬、對亞比雅擺~。
14:10 瑪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擺~。
18:19 王亞哈上基列的拉末去~亡呢
18:29 我要改裝上~．你可以仍穿王
18:29 列王改裝、他們就上~去了。
18:33 你轉過車來、拉我出~吧。
18:34 那日~勢越戰越猛．以色列王
20:17 要擺~站著、看耶和華為你們
35:23 我受了重傷、你拉我出~吧。
伯 6: 4 了．　神的驚嚇擺~攻擊我。
15:24 他、好像君王預備上~一樣。
詩78: 9 著弓、臨~之日、轉身退後。
78:39 血氣、是一~去而不返的風。
賽 3:25 下、你的勇士、必死在~上。
28: 2 像一~冰雹、像毀滅的暴風、
耶 4:11 有一~熱風、從曠野淨光的高
 4:12 必有一~更大的風、從這些地
18:21 他們的少年人在~上被刀擊殺
46: 3 要預備大小盾牌、往前上~。

50: 9 他們要擺~攻擊他．他必從那
50:14 你們要在巴比倫的四圍擺~、
結13: 5 華的日子、在~上站立得住。
23:24 他們要拿大小盾牌頂盔擺~、
珥 2: 5 好像強盛的民擺~預備打仗。
亞10: 3 家、必使他們如駿馬在~上。
10: 5 在~上將仇敵踐踏在街上的泥
可 1:26 污鬼叫那人抽了一~瘋、大聲
 9:26 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瘋、就
路12:54 說、要下一~雨．果然就有。
徒 2: 2 好像一~大風吹過、充滿了他
啟 9: 9 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的聲音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陣 zhèn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