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跌倒 圣经(89次)

新约(41次)
福音书(28)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1)

马太福音(14) 马可福音(8)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0)
罗马书(6)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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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倒 diē dǎo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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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示录(0)

律法书(2)
历史书(2)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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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48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1) 何西阿书(6)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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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12)
诗歌智慧书(21) 约伯记(1) 诗篇(8) 箴言(10) 传道书(2) 雅歌(0)

利26:36 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
申22: 4 ~在路上、不可佯为不见、总
撒上 2: 4 已折断．~的人以力量束腰。

 4:18 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在
伯 4: 4 你的言语曾扶助那将要~的人
诗 5:10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愿你
 9: 3 他们一见你的面、就~灭亡。
38:17 我几乎~．我的痛苦常在我面
56:13 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使
116: 8 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
118:13 你推我要叫我~、但耶和华帮
140: 4 强暴的人．他们图谋推我~。
145:14 凡~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
箴 4:12 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
 4:16 睡觉．不使人~、睡卧不安。
 4:19 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
11: 5 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
11:28 必~．义人必发旺如青叶。
16:18 在败坏以先．狂心在~之前。
24:16 因为义人虽七次~、仍必兴起
24:17 你仇敌~、你不要欢喜．他倾
28:18 拯救．行事弯曲的、立时~。
29:16 也加多．义人必看见他们~。
传 4:10 若是~、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
 4:10 若是孤身~、没有别人扶起他
赛 8:15 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而且
28:13 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而且跌
31: 3 那受帮助的也必~、都一同灭
40:30 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
耶 6:15 他们必致~．这是耶和华说的
 8: 4 人~、不再起来么．人转去、
 8:12 他们必致~．这是耶和华说的
18:23 要叫他们在你面前~、愿你发
20:10 愿我~、说、告他吧、我们也
25:27 且要~、不得再起来、都因我
46:12 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齐~。
结21:15 加增他们~的事．哎、这刀造
何 4: 5 必日间~、．先知也必夜间与
 4: 5 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我
 5: 5 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
 5: 5 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
14: 1 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了。

14: 9 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
摩 5: 2 ~、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
弥 7: 8 我虽~、却要起来．我虽坐在
鸿 3: 3 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
该 2:22 马必~、骑马的败落、各人被
玛 2: 8 使许多人在律法上~．你们废
太 5: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就剜出
 5:30 若是右手叫你~、就砍下来丢
11: 6 凡不因我~的、就有福了。
13:21 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了。
13:41 把一切叫人~的、和作恶的、
13:57 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耶稣对
15:12 你知道么。〔不服原文作~〕
18: 6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的、
18: 8 叫你~、就砍下来丢掉．你缺
18: 9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就把他
24:10 必有许多人~、也要彼此陷害
26:31 都要~．因为经上记着说、『
26:33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我却
26:33 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
可 4:17 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了。
 6: 3 他。〔厌弃他原文作因他~〕
 9:42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的、
 9:43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就把他
 9:45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就把他
 9:47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就去掉
14:27 你们都要~了．因为经上记着
14:29 说、众人虽然~、我总不能。
路 2:34 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许
 7:23 凡不因我~的、就有福了。
约 6:61 们厌弃么。〔厌弃原文作~〕
11: 9 就不至~、因为看见这世上的
11:10 路、就必~、因为他没有光。
16: 1 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
罗11:11 他们失脚是要他们~么．断乎
11:22 向那~的人、是严厉的．向你
14: 4 或~、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
14:20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就是他
14:21 叫弟兄~、一概不作才好。
16:17 叫你们~、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林前 8:13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我就
 8:13 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了。

10:12 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
10:32 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

林后11:29 弱呢．有谁~、我不焦急呢。
来 4:11 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了
雅 2:10 只在一条上~、他就是犯了众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跌倒 diē dǎo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