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中 圣经(98次)

新约(17次)
福音书(4)
历史书(1)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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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 zhī zhōng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22)
历史书(12)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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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3) 利未记(5) 民数记(3) 申命记(8)
旧约(81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25) 约伯记(6) 诗篇(15) 箴言(2) 传道书(2) 雅歌(0)

创 1:20 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
19:29 就打发罗得从倾覆~出来。
49:14 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
出15:10 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
15:11 众神~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
20:21 摩西就挨近　神所在的幽暗~
利11: 4 或分蹄~不可吃的、乃是骆驼
12: 4 妇人在产血不洁~、要家居三
12: 5 要在产血不洁~、家居六十六
15:20 女人在污秽~、凡他所躺的物
16:16 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也要
民28:14 的燔祭、一年~要月月如此。
31:29 从他们一半~、要取出来交给
31:30 从以色列人的一半~、就是从
申 4:42 可以逃到这三城~的一座城、
 9:15 烧着．两块约版在我两手~。
14: 7 或是分蹄~不可吃的、乃是骆
15:14 酒醡~、多多的给他、耶和华
23:13 在你器械~当预备一把锹、你
28:48 缺乏~、事奉耶和华所打发来
28:53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必吃你
33:12 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
书 8:13 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
士20:16 在众军~有拣选的七百精兵、
撒上17: 6 有铜护膝、两肩~背负铜戟．
撒下14:25 以色列全地~、无人像押沙龙

15:31 亚希多弗也在叛党~、随从押
19:20 所以约瑟全家~、今日我首先

王上18:42 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
代上22:13 我在困难~为耶和华的殿预备
拉 2:62 在族谱~寻查自己的谱系、却
 9: 8 使我们在受辖制~稍微复兴。
 9: 9 然而在受辖制~、我们的　神
尼 7:64 这三家的人在族谱~、寻查自
伯 5: 1 诸圣者~．你转向那一位呢。
 7: 6 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
11:14 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棚~。
14: 4 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呢
30: 4 在草丛~采咸草、罗腾的根为
34:20 半夜~、他们就死亡．百姓被
诗31: 9 因为我在急难~．我的眼睛因
45: 9 在你尊贵妇女~．王后佩戴俄

59:12 愿他们在骄傲~被缠住了。
69:17 我是在急难~．求你速速的应
69:28 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
73:18 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
86: 8 诸神~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
87: 4 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的
89:43 刃、叫他在争战~站立不住。
90: 8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
94:17 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了。
94:23 他们正在行恶~、他要剪除他
106:27 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分
119:109我的性命常在危险~、我却不
120: 5 住在基达帐棚~、有祸了。
箴 7: 9 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
12:28 有生命．其路~、并无死亡。
传 5: 8 你若在一省~见穷人受欺压、
 9:17 宁可在安静~听智慧人的言语
赛 5:24 干草怎样落在火焰~、照样、
10:23 在全地~、必成就所定规的结
26:17 在痛苦~喊叫、耶和华阿、我
49: 2 亮的箭、将我藏在他箭袋~。
50:11 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
51:20 好像黄羊在网罗~．都满了耶
53:12 他也被列在罪犯~．他却担当
耶 3:19 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赐
19: 9 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就
46:18 来的势派必像他泊在众山~、
48:26 他要在自己所吐~打滚、又要
51:30 藏在坚垒~．他们的勇力衰尽
结 3:18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我却要
 3:19 他必死在罪孽~、你却救自己
 5: 5 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列国
10: 1 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显出
33: 6 他虽然死在罪孽~、我却要向
33: 8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我却要
33: 9 他必死在罪孽~、你却救自己
但 8: 9 四角~、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
摩 2: 2 摩押必在哄嚷呐喊吹角~死亡
弥 1:10 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尘~。
可14:10 十二门徒~有一个加略人犹大
15:28 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
路22:28 我在磨炼~、常和我同在的就

22:37 他被列在罪犯~。』这话必应
徒 8:23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被罪恶
罗 1: 5 在万国~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
 7:18 就是我肉体~、没有良善．因
11:32 为　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

林后 7:13 并且在安慰~、因你们众人使
弗 2: 1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他叫你
 4: 6 贯乎众人~、也住在众人之内
腓 1: 7 无论我是在捆锁~、是辩明证
帖前 1: 6 并且你们在大难~、蒙了圣灵

 3: 7 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因着
彼后 1:17 从极大荣光~、有声音出来向
启 5: 6 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
14:10 面前、在火与硫磺~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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