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中 聖經(98次)

新約(17次)
福音書(4)
歷史書(1)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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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 zhī zhōng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2)

律法書(22)
歷史書(12)

預言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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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3) 出埃及記(3) 利未記(5) 民數記(3) 申命記(8)
舊約(81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25) 約伯記(6) 詩篇(15) 箴言(2) 傳道書(2) 雅歌(0)

創 1:20 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
19:29 就打發羅得從傾覆~出來。
49:14 是個強壯的驢、臥在羊圈~．
出15:10 淹沒、他們如鉛沉在大水~。
15:11 眾神~誰能像你、誰能像你至
20:21 摩西就挨近　神所在的幽暗~
利11: 4 或分蹄~不可吃的、乃是駱駝
12: 4 婦人在產血不潔~、要家居三
12: 5 要在產血不潔~、家居六十六
15:20 女人在污穢~、凡他所躺的物
16:16 並因會幕在他們污穢~、也要
民28:14 的燔祭、一年~要月月如此。
31:29 從他們一半~、要取出來交給
31:30 從以色列人的一半~、就是從
申 4:42 可以逃到這三城~的一座城、
 9:15 燒著．兩塊約版在我兩手~。
14: 7 或是分蹄~不可吃的、乃是駱
15:14 酒醡~、多多的給他、耶和華
23:13 在你器械~當預備一把鍬、你
28:48 缺乏~、事奉耶和華所打發來
28:53 你在仇敵圍困窘迫~、必吃你
33:12 日遮蔽他、也住在他兩肩~。
書 8:13 兵．這夜約書亞進入山谷~。
士20:16 在眾軍~有揀選的七百精兵、
撒上17: 6 有銅護膝、兩肩~背負銅戟．
撒下14:25 以色列全地~、無人像押沙龍

15:31 亞希多弗也在叛黨~、隨從押
19:20 所以約瑟全家~、今日我首先

王上18:42 屈身在地、將臉伏在兩膝~．
代上22:13 我在困難~為耶和華的殿預備
拉 2:62 在族譜~尋查自己的譜系、卻
 9: 8 使我們在受轄制~稍微復興。
 9: 9 然而在受轄制~、我們的　神
尼 7:64 這三家的人在族譜~、尋查自
伯 5: 1 諸聖者~．你轉向那一位呢。
 7: 6 梭更快、都消耗在無指望~。
11:14 也不容非義住在你帳棚~。
14: 4 誰能使潔淨之物出於污穢~呢
30: 4 在草叢~採鹹草、羅騰的根為
34:20 半夜~、他們就死亡．百姓被
詩31: 9 因為我在急難~．我的眼睛因
45: 9 在你尊貴婦女~．王后佩戴俄

59:12 願他們在驕傲~被纏住了。
69:17 我是在急難~．求你速速的應
69:28 被塗抹、不得記錄在義人~。
73:18 在滑地、使他們掉在沉淪~。
86: 8 諸神~沒有可比你的．你的作
87: 4 伯和巴比倫人是在認識我~的
89:43 刃、叫他在爭戰~站立不住。
90: 8 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
94:17 幫助我、我就住在寂靜~了。
94:23 他們正在行惡~、他要剪除他
106:27 叫他們的後裔倒在列國~、分
119:109我的性命常在危險~、我卻不
120: 5 住在基達帳棚~、有禍了。
箴 7: 9 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
12:28 有生命．其路~、並無死亡。
傳 5: 8 你若在一省~見窮人受欺壓、
 9:17 寧可在安靜~聽智慧人的言語
賽 5:24 乾草怎樣落在火焰~、照樣、
10:23 在全地~、必成就所定規的結
26:17 在痛苦~喊叫、耶和華阿、我
49: 2 亮的箭、將我藏在他箭袋~。
50:11 所定的．你們必躺在悲慘~。
51:20 好像黃羊在網羅~．都滿了耶
53:12 他也被列在罪犯~．他卻擔當
耶 3:19 我怎樣將你安置在兒女~、賜
19: 9 我必使他們在圍困窘迫~、就
46:18 來的勢派必像他泊在眾山~、
48:26 他要在自己所吐~打滾、又要
51:30 藏在堅壘~．他們的勇力衰盡
結 3:18 這惡人必死在罪孽~、我卻要
 3:19 他必死在罪孽~、你卻救自己
 5: 5 我曾將他安置在列邦~、列國
10: 1 見基路伯頭上的穹蒼~、顯出
33: 6 他雖然死在罪孽~、我卻要向
33: 8 這惡人必死在罪孽~、我卻要
33: 9 他必死在罪孽~、你卻救自己
但 8: 9 四角~、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
摩 2: 2 摩押必在鬨嚷吶喊吹角~死亡
彌 1:10 我在伯亞弗拉滾於灰塵~。
可14:10 十二門徒~有一個加略人猶大
15:28 的話說『他被列在罪犯~』〕
路22:28 我在磨煉~、常和我同在的就

22:37 他被列在罪犯~。』這話必應
徒 8:23 我看出你正在苦膽~、被罪惡
羅 1: 5 在萬國~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
 7:18 就是我肉體~、沒有良善．因
11:32 為　神將眾人都圈在不順服~

林後 7:13 並且在安慰~、因你們眾人使
弗 2: 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他叫你
 4: 6 貫乎眾人~、也住在眾人之內
腓 1: 7 無論我是在捆鎖~、是辯明證
帖前 1: 6 並且你們在大難~、蒙了聖靈

 3: 7 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因著
彼後 1:17 從極大榮光~、有聲音出來向
啟 5: 6 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
14:10 面前、在火與硫磺~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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