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跌倒 聖經(89次)

新約(41次)
福音書(28)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1)

馬太福音(14) 馬可福音(8)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0)
羅馬書(6) 哥林多前書(4)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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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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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史書(2)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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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48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1) 何西阿書(6)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21) 約伯記(1) 詩篇(8) 箴言(10) 傳道書(2) 雅歌(0)

利26:36 避刀劍、無人追趕、卻要~。
申22: 4 ~在路上、不可佯為不見、總
撒上 2: 4 已折斷．~的人以力量束腰。

 4:18 以利就從他的位上往後~、在
伯 4: 4 你的言語曾扶助那將要~的人
詩 5:10 願他們因自己的計謀~．願你
 9: 3 他們一見你的面、就~滅亡。
38:17 我幾乎~．我的痛苦常在我面
56:13 你豈不是救護我的腳不~、使
116: 8 了流淚、救我的腳、免了~。
118:13 你推我要叫我~、但耶和華幫
140: 4 強暴的人．他們圖謀推我~。
145:14 凡~的、耶和華將他們扶持．
箴 4:12 致狹窄．你奔跑、也不致~。
 4:16 睡覺．不使人~、睡臥不安。
 4:19 像幽暗．自己不知因甚麼~。
11: 5 路．但惡人必因自己的惡~。
11:28 必~．義人必發旺如青葉。
16:18 在敗壞以先．狂心在~之前。
24:16 因為義人雖七次~、仍必興起
24:17 你仇敵~、你不要歡喜．他傾
28:18 拯救．行事彎曲的、立時~。
29:16 也加多．義人必看見他們~。
傳 4:10 若是~、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
 4:10 若是孤身~、沒有別人扶起他
賽 8:15 許多人必在其上絆腳~、而且
28:13 以致他們前行仰面~、而且跌
31: 3 那受幫助的也必~、都一同滅
40:30 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
耶 6:15 他們必致~．這是耶和華說的
 8: 4 人~、不再起來麼．人轉去、
 8:12 他們必致~．這是耶和華說的
18:23 要叫他們在你面前~、願你發
20:10 願我~、說、告他吧、我們也
25:27 且要~、不得再起來、都因我
46:12 士與勇士彼此相碰、一齊~。
結21:15 加增他們~的事．哎、這刀造
何 4: 5 必日間~、．先知也必夜間與
 4: 5 先知也必夜間與你一同~．我
 5: 5 列和以法蓮必因自己的罪孽~
 5: 5 倒、猶大也必與他們一同~。
14: 1 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了。

14: 9 其中行走、罪人卻在其上~。
摩 5: 2 ~、不得再起．躺在地上、無
彌 7: 8 我雖~、卻要起來．我雖坐在
鴻 3: 3 堆、屍骸無數、人碰著而~、
該 2:22 馬必~、騎馬的敗落、各人被
瑪 2: 8 使許多人在律法上~．你們廢
太 5: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就剜出
 5:30 若是右手叫你~、就砍下來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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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惡的、
13:57 厭棄他原文作因他~〕耶穌對
15:12 你知道麼。〔不服原文作~〕
18: 6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的、
18: 8 叫你~、就砍下來丟掉．你缺
18: 9 倘若你一隻眼叫你~、就把他
24:10 必有許多人~、也要彼此陷害
26:31 都要~．因為經上記著說、『
26:33 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我卻
26:33 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
可 4:17 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了。
 6: 3 他。〔厭棄他原文作因他~〕
 9:42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的、
 9:43 倘若你一隻手叫你~、就把他
 9:45 倘若你一隻腳叫你~、就把他
 9:47 倘若你一隻眼叫你~、就去掉
14:27 你們都要~了．因為經上記著
14:29 說、眾人雖然~、我總不能。
路 2:34 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許
 7:23 凡不因我~的、就有福了。
約 6:61 們厭棄麼。〔厭棄原文作~〕
11: 9 就不至~、因為看見這世上的
11:10 路、就必~、因為他沒有光。
16: 1 告訴你們、使你們不至於~。
羅11:11 他們失腳是要他們~麼．斷乎
11:22 向那~的人、是嚴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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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們~、背乎所學之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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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
10:32 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

林後11:29 弱呢．有誰~、我不焦急呢。
來 4:11 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了
雅 2:10 只在一條上~、他就是犯了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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