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 圣经(81次)

新约(12次)
福音书(7)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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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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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 dào l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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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书(9)
历史书(8)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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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6)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69次)

以赛亚书(12)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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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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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先知书(16)
诗歌智慧书(33) 约伯记(11) 诗篇(17) 箴言(5) 传道书(0) 雅歌(0)

创 3:24 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
24:21 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没有
24:40 叫你的~通达．你就得以在我
24:42 阿、愿你叫我所行的~通达．
24:48 因为他引导我走合式的~、使
24:56 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你
出13:17 非利士地的~虽近、　神却不
利26:22 使你们的人数减少、~荒凉。
申19: 3 又要预备~使误杀人的、都可
书 1: 8 如此你的~就可以亨通、凡事
 9:13 因为~甚远、也都穿旧了。
士18: 5 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通达不
18: 6 你们所行的~是在耶和华面前
20:45 以色列人在~上杀了他们五千

撒上26: 3 在~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
撒下20:12 亚玛撒在~上滚在自己的血里
拉 8:21 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
伯 3:23 人的~既然遮隐、　神又把他
13:27 并窥察我一切的~、为我的脚
19: 8 　神用篱笆拦住我的~、使我
24:23 　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
28:23 　神明白智慧的~、晓得智慧
28:26 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
29:25 我为他们选择~、又坐首位．
31: 4 　神岂不是察看我的~、数点
33:11 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
34:21 　神注目观看人的~、看明人
36:23 谁派定他的~．谁能说、你所
诗 1: 1 不站罪人的~、不坐亵慢人的
 1: 6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恶
 1: 6 道路．恶人的~、却必灭亡。
 5: 8 我．使你的~在我面前正直。
16:11 你必将生命的~指示我．在你
17: 4 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
25:12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
35: 6 愿他们的~、又暗又滑、有耶
37: 7 不要因那~通达的、和那恶谋
37:23 定．他的~、耶和华也喜爱。
67: 2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万国得
91:11 在你行的一切~上保护你。
119:15 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
125: 5 至于那偏行弯曲~的人、耶和

139:24 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
142: 3 你知道我的~。在我行的路上
146: 9 和寡妇．却使恶人的~弯曲。
箴13:15 恩．奸诈人的~、崎岖难行。
15: 9 恶人的~、为耶和华所憎恶．
16: 9 人心筹算自己的~．惟耶和华
21:16 迷离通达~的、必住在阴魂的
23:26 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
赛 3:12 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
40:27 我的~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
43:19 我必在旷野开~、在沙漠开江
45:13 又要修直他一切~．他必建造
48:15 领他来、他的~就必亨通。
55: 7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不义的
55: 8 我的~、非同你们的道路。
55: 8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
55: 9 照样我的~、高过你们的道路
55: 9 高过你们的~、我的意念、高
57:14 预备~、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
66: 3 这等人拣选自己的~、心里喜
耶 2:33 你怎么修饰你的~、要求爱情
10:23 我晓得人的~不由自己．行路
12: 1 恶人的~为何亨通呢．大行诡
23:12 他们的~必像黑暗中的滑地、
摩 2: 7 阻碍谦卑人的~．父子同一个
鸿 2: 1 谨防~、使腰强壮、大大勉力
玛 3: 1 在我前面预备~．你们所寻求
太11:10 预备~。』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可 1: 2 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
路 1:76 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
 3: 5 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
 7:27 预备~。』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约 1:23 修直主的~、正如先知以赛亚
14: 6 我就是~、真理、生命．若不
徒 2:28 你已将生命的~指示我、必叫
罗 1:10 终能得平坦的~往你们那里去
来12:13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修直了、
犹 1:11 因为走了该隐的~、又为利往
启16:12 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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