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 聖經(81次)

新約(12次)
福音書(7)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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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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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示錄(1)

律法書(9)
歷史書(8)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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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6) 出埃及記(1)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69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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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16)
詩歌智慧書(33) 約伯記(11) 詩篇(17) 箴言(5) 傳道書(0) 雅歌(0)

創 3:24 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
24:21 曉得耶和華賜他通達的~沒有
24:40 叫你的~通達．你就得以在我
24:42 阿、願你叫我所行的~通達．
24:48 因為他引導我走合式的~、使
24:56 耶和華既賜給我通達的~、你
出13:17 非利士地的~雖近、　神卻不
利26:22 使你們的人數減少、~荒涼。
申19: 3 又要預備~使誤殺人的、都可
書 1: 8 如此你的~就可以亨通、凡事
 9:13 因為~甚遠、也都穿舊了。
士18: 5 使我們知道所行的~、通達不
18: 6 你們所行的~是在耶和華面前
20:45 以色列人在~上殺了他們五千

撒上26: 3 在~上安營。大衛住在曠野、
撒下20:12 亞瑪撒在~上滾在自己的血裏
拉 8:21 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
伯 3:23 人的~既然遮隱、　神又把他
13:27 並窺察我一切的~、為我的腳
19: 8 　神用籬笆攔住我的~、使我
24:23 　神的眼目也看顧他們的~。
28:23 　神明白智慧的~、曉得智慧
28:26 為雨露定命令、為雷電定~。
29:25 我為他們選擇~、又坐首位．
31: 4 　神豈不是察看我的~、數點
33:11 上了木狗、窺察我一切的~。
34:21 　神注目觀看人的~、看明人
36:23 誰派定他的~．誰能說、你所
詩 1: 1 不站罪人的~、不坐褻慢人的
 1: 6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惡
 1: 6 道路．惡人的~、卻必滅亡。
 5: 8 我．使你的~在我面前正直。
16:11 你必將生命的~指示我．在你
17: 4 自己謹守、不行強暴人的~。
25:12 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
35: 6 願他們的~、又暗又滑、有耶
37: 7 不要因那~通達的、和那惡謀
37:23 定．他的~、耶和華也喜愛。
67: 2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萬國得
91:11 在你行的一切~上保護你。
119:15 默想你的訓詞、看重你的~。
125: 5 至於那偏行彎曲~的人、耶和

139:24 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
142: 3 你知道我的~。在我行的路上
146: 9 和寡婦．卻使惡人的~彎曲。
箴13:15 恩．奸詐人的~、崎嶇難行。
15: 9 惡人的~、為耶和華所憎惡．
16: 9 人心籌算自己的~．惟耶和華
21:16 迷離通達~的、必住在陰魂的
23:26 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
賽 3:12 你走錯、並毀壞你所行的~。
40:27 我的~向耶和華隱藏．以色列
43:19 我必在曠野開~、在沙漠開江
45:13 又要修直他一切~．他必建造
48:15 領他來、他的~就必亨通。
55: 7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不義的
55: 8 我的~、非同你們的道路。
55: 8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
55: 9 照樣我的~、高過你們的道路
55: 9 高過你們的~、我的意念、高
57:14 預備~、將絆腳石從我百姓的
66: 3 這等人揀選自己的~、心裏喜
耶 2:33 你怎麼修飾你的~、要求愛情
10:23 我曉得人的~不由自己．行路
12: 1 惡人的~為何亨通呢．大行詭
23:12 他們的~必像黑暗中的滑地、
摩 2: 7 阻礙謙卑人的~．父子同一個
鴻 2: 1 謹防~、使腰強壯、大大勉力
瑪 3: 1 在我前面預備~．你們所尋求
太11:10 預備~。』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可 1: 2 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
路 1:76 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
 3: 5 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
 7:27 預備~。』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約 1:23 修直主的~、正如先知以賽亞
14: 6 我就是~、真理、生命．若不
徒 2:28 你已將生命的~指示我、必叫
羅 1:10 終能得平坦的~往你們那裏去
來12:13 也要為自己的腳把~修直了、
猶 1:11 因為走了該隱的~、又為利往
啟16:12 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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