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帶到 聖經(128次)

新約(28次)
福音書(17)
歷史書(1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7)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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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42)
歷史書(3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10) 以斯拉記(3)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8) 出埃及記(2) 利未記(21) 民數記(5) 申命記(6)
舊約(100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1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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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3)
詩歌智慧書(3) 約伯記(2)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 2:19 都~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那
37:28 他們就把約瑟~埃及去了。
39:17 你所~我們這裏的那希伯來僕
42:20 把你們的小兄弟~我這裏來、
42:34 把你們的小兄弟~我這裏來、
44:21 把他~我這裏來、叫我親眼看
46: 7 他的子子孫孫、一同~埃及。
47:14 約瑟就把那銀子~法老的宮裏
出 2:10 婦人把他~法老的女兒那裏、
12:46 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外頭去
利 2: 2 ~亞倫子孫作祭司的那裏、祭
 2: 8 ~耶和華面前、並奉給祭司帶
 2: 8 華面前、並奉給祭司~壇前。
 4: 5 要取些公牛的血、~會幕、
 4:16 司要取些公牛的血、~會幕．
 5: 7 ~耶和華面前為贖愆祭．一隻
 5: 8 把這些~祭司那裏、祭司就要
 5:12 他要把供物~祭司那裏、祭司
 9: 5 ~會幕前、全會眾都近前來、
12: 6 祭、~會幕門口、交給祭司．
13: 2 就要將他~祭司亞倫、或亞倫
13: 9 災病、就要將他~祭司面前．
14:23 把這些~會幕門口、耶和華面
15:29 隻雛鴿、~會幕門口給祭司。
16:22 們一切的罪孽、~無人之地。
17: 5 ~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交
17: 9 若不~會幕門口獻給耶和華、
24:14 把那咒詛聖名的人~營外、叫
24:23 們就把那咒詛聖名的人~營外
26:41 把他們~仇敵之地．那時他們
27: 8 就要把他~祭司面前、祭司要
民 6:10 雛鴿、~會幕門口交給祭司。
15:33 就把他~摩西、亞倫並全會眾
15:36 於是全會眾將他~營外、用石
16:46 快快~會眾那裏、為他們贖罪
31:12 都~摩押平原、在約但河邊與
申14:24 使你不能把這物~那裏去、
21:19 將他~本地的城門、本城的長
22:15 拿出來、~本城門長老那裏。
22:21 就要將女子~他父家的門口、
22:24 你們就要把這二人~本城門、
28:38 你~田間的種子雖多、收進來

書 7:24 及他所有的、都~亞割谷去。
士 1: 7 他們將亞多尼比色~耶路撒冷
 6:19 ~橡樹下、獻在使者面前。
18:27 和他的祭司都~拉億、見安居
21:12 女、就~迦南地的示羅營裏。

撒上13: 9 把燔祭和平安祭~我這裏來．
15:32 要把亞瑪力王亞甲~我這裏來
16:17 個善於彈琴的、~我這裏來。
27:11 ~迦特來．他說、恐怕他們將

撒下 8: 7 所拿的金盾牌、~耶路撒冷。
王上 1: 3 個童女亞比煞、就~王那裏。
王下10: 6 ~耶斯列來見我。那時王的兒

23:34 卻將約哈斯~埃及、他就死在
25: 7 用銅鍊鎖著他、~巴比倫去。
25:20 拉旦將這些人~利比拉巴比倫

代上18: 7 所拿的金盾牌、~耶路撒冷。
代下25:12 猶大人又生擒了一萬~山崖上

25:23 將他~耶路撒冷．又拆毀耶路
28: 5 ~大馬色去。　神又將他交在
28: 8 多的財物、~撒瑪利亞去了。
33:11 用銅鍊鎖住他、~巴比倫去。
36: 4 敬、又將約哈斯~埃及去了。
36: 6 鎖著他、要將他~巴比倫去。
36: 7 將耶和華殿裏的器皿~巴比倫
36:10 殿裏各樣寶貴的器皿~巴比倫
36:18 領的財寶、都~巴比倫去了。
拉 5:14 冷的殿中掠去~巴比倫廟裏的
 6: 5 要歸還~耶路撒冷的殿中、各
 8:30 要~耶路撒冷我們　神的殿裏
尼 1: 9 ~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
 8: 2 斯拉將律法書~聽了能明白的
伯18:14 被拔出來、~驚嚇的王那裏。
38:20 你能~本境、能看明其室之路
詩45:14 陪伴童女、也要被~你面前。
賽57: 9 你把油~王那裏、又多加香料
耶 3:14 人、從一族取兩人、~錫安。
20: 5 敵要當作掠物、~巴比倫去。
24: 1 ~巴比倫．這事以後、耶和華
27:18 下的器皿、不被~巴比倫去。
27:22 必被~巴比倫存在那裏、直到
32: 5 巴比倫王必將西底家~巴比倫
38:22 必都~巴比倫王的首領那裏．

38:23 ~迦勒底人那裏．你也不得脫
39: 5 ~哈馬地的利比拉、巴比倫王
39: 7 銅鍊鎖著他、要~巴比倫去。
41:17 ~靠近伯利恆的金罕寓〔或作
52:11 ~巴比倫去、將他囚在監裏、
52:26 拉旦將這些人~利比拉巴比倫
結11: 1 ~耶和華殿向東的東門、誰知
14:22 他們連兒帶女必~你們這裏來
17:12 的君王和首領~巴比倫自己那
19: 9 ~巴比倫王那裏、將他放入堅
40: 1 我身上．他把我~以色列地。
46:20 地．免得~外院、使民成聖。
但 1: 2 他就把這器皿~示拿地、收入
 1:18 太監長就把他們~王面前。
 3:13 他們就把那些人~王面前。
何10: 6 人必將牛犢~亞述、當作禮物
太 2:21 小孩子和他母親~以色列地去
 9:32 的一個啞巴、~耶穌跟前來。
12:22 ~耶穌那裏．耶穌就醫治他、
14:35 把所有的病人、~他那裏．
17:17 幾時呢．把他~我這裏來吧。
20:17 在路上把十二個門徒~一邊、
26:57 把他~大祭司該亞法那裏去．
可 9:19 幾時呢．把他~我這裏來吧。
14:53 他們把耶穌~大祭司那裏．又
路 4:40 都~耶穌那裏．耶穌按手在他
 9:41 呢．將你的兒子~這裏來吧。
10:34 己的牲口、~店裏去照應他。
22:54 把他~大祭司的宅裏．彼得遠
22:66 會．把耶穌~他們的公會裏、
24:51 就離開他們、被~天上去了。
約 9:13 瞎眼的人、~法利賽人那裏。
18:13 先~亞那面前．因為亞那是本
徒 5:27 ~了、便叫使徒站在公會前、
 5:34 吩咐人把使徒暫且~外面去．
 6:12 然來捉拿他、把他~公會去、
 7:16 又被~示劍、葬於亞伯拉罕在
 9: 2 女、都准他捆綁~耶路撒冷。
 9:21 特要捆綁他們~祭司長那裏。
16:20 又~官長面前說、這些人原是
17: 5 要將保羅西拉~百姓那裏。
17:19 他們就把他~亞略巴古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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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5 的人鎖拿、~耶路撒冷受刑。
23:31 的、將保羅夜裏~安提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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