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 圣经(90次)

新约(15次)
福音书(3)
历史书(2)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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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步 bù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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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5)
历史书(2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6)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4)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1)
旧约(75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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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诗歌智慧书(34) 约伯记(11) 诗篇(11) 箴言(10) 传道书(2) 雅歌(0)

创30:30 耶和华随我的脚~赐福与你．
出12:37 子、~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
民11:21 ~行的男人有六十万、你还说
20:19 的、只求你容我们~行过去。
申 2:28 给我喝、只要容我~行过去．
士 4:15 杀败．西西拉下车~行逃跑。
 4:17 只有西西拉~行逃跑、到了基
20: 2 中．拿刀的~兵共有四十万。

撒上 2: 9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使恶人
 4:10 以色列的~兵仆倒了三万。
13: 5 ~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
15: 4 共有~兵二十万、另有犹大人
20: 3 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

撒下 5:24 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的声音
 6:13 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
 7:18 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呢。
 8: 4 ~兵二万．将拉战车的马砍断
10: 6 ~兵二万、与玛迦王的人一千
22:37 你使我脚下的地~宽阔．我的

王上14: 6 亚希雅听见他脚~的响声、就
20:29 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兵十万

王下 6:32 头不是有他主人脚~的响声么
13: 7 马兵、十辆战车、一万~兵。

代上14:15 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的声音
17:16 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呢。
18: 4 ~兵二万、将拉战车的马砍断
19:18 四万~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
拉 8:22 我求王拨~兵马兵、帮助我们
斯 4: 2 到了朝门前停住脚~．因为穿
伯 5: 4 远离稳妥的地~、在城门口被
 9: 8 铺张苍天、~行在海浪之上。
14:16 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岂不
18: 7 他坚强的脚~、必见狭窄、自
18:21 此乃不认识　神之人的地~。
20:22 必到狭窄的地~．凡受苦楚的
23:11 我脚追随他的~履．我谨守他
31: 4 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呢。
31: 7 我的脚~若偏离正路、我的心
31:37 我必向他述说我脚~的数目、
34:21 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
诗17:11 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他们
18:36 你使我脚下的地~宽阔．我的

37:23 义人的脚~、被耶和华立定．
40: 2 立在磐石上、使我脚~稳当。
66: 6 众民~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
74: 3 求你举~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
79: 8 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
116: 6 我落到卑微的地~、他救了我
119:59 的道、就转~归向你的法度。
119:133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稳当、
136:23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因
箴 4:12 脚~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
 5: 5 入死地．他脚~、踏住阴间．
10: 9 ~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
10: 9 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
14:15 是话都信．通达人~步谨慎。
14:15 是话都信．通达人步~谨慎。
16: 9 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
19: 2 善．脚~急快的、难免犯罪。
20:24 人的脚~为耶和华所定．人岂
30:29 ~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
传 5: 1 要谨慎脚~．因为近前听、胜
10: 7 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行。
赛 1: 4 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
 3:16 眼目、俏~徐行、脚下玎珰．
58:13 你的脚~、在我圣日不以操作
63: 1 大~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
耶10:23 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
12: 5 你若与~行的人同跑、尚且觉
14:10 不禁止脚~．所以耶和华不悦
哀 4:18 仇敌追赶我们的脚~像打猎的
结39:11 使经过的人到此停~．在那里
珥 2: 7 爬城．各都~行、不乱队伍．
弥 1: 3 的居所、降临~行地的高处．
鸿 2: 5 他们~行绊跌、速上城墙、预
太14:13 见、就从各城里~行跟随他。
可 6:33 就从各城~行、一同跑到那里
路22:51 到了这个地~、由他们吧．就
徒20:13 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行。
23:23 预备~兵二百、马兵七十、长
罗12:19 宁可让~、听凭主怒．〔或作
弗 4:27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
腓 3:16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就当
 3:16 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行。

帖后 2:14 召你们到这地~、好得着我们
提前 3:13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并且
提后 2:16 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
来 6: 1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不必再
12: 4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

彼后 3:17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上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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