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俯 圣经(88次)

新约(27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2)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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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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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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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示录(6)

律法书(20)
历史书(21)

预言书(6)

约书亚记(3) 士师记(1)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9)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6) 申命记(3)
旧约(61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8)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7)
诗歌智慧书(2)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17: 3 亚伯兰~伏在地、　神又对他
17:17 亚伯拉罕就~伏在地喜笑、心
18: 2 口跑去迎接他们、~伏在地、
24:52 这话、就向耶和华~伏在地。
33: 3 一连七次~伏在地、才就近他
37:10 果然要来~伏在地、向你下拜
43:26 给他、又~伏在地向他下拜。
44:14 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于地。
50:18 的哥哥们又来~伏在他面前说
出11: 8 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伏来见我
利 9:24 一见、就都欢呼、~伏在地。
民14: 5 摩西亚伦就~伏在以色列全会
16: 4 摩西听见这话就~伏在地、
16:22 亚伦就~伏在地、说、　神、
16:45 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于地。
20: 6 ~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
22:31 的刀．巴兰便低头~伏在地。
申 9:18 我就像从前~伏在耶和华面前
 9:25 耶和华面前照旧~伏四十昼夜
33: 7 求耶和华~听犹大的声音、引
书 5:14 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说、
 7: 6 柜前、~伏在地、直到晚上。
 7:10 来、你为何这样~伏在地呢．
士13:20 和他的妻看见、就~伏于地。
得 2:10 路得就~伏在地叩拜、对他说
撒上20:41 ~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

25:24 ~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
25:41 ~伏在地、说、我情愿作婢女

撒下14:33 在王面前~伏于地．王就与押
19:18 拉的儿子示每就~伏在王面前

王上 8:28 ~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
18: 7 就~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
18:39 就~伏在地、说、耶和华是

王下 2:15 迎接他、在他面前~伏于地、
 4:37 在以利沙脚前~伏于地、抱起

代下 6:19 ~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
 7: 3 就在铺石地~伏叩拜、称谢耶
20:18 也~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
29:29 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伏敬拜
拉10: 1 ~伏在　神殿前的时候、有以
斯 8: 3 以斯帖又~伏在王脚前、流泪
箴14:19 坏人~伏在善人面前．恶人俯

14:19 面前．恶人~伏在义人门口。
赛 8:22 ~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
44:17 他向这偶像~伏叩拜、祷告他
46: 6 神像、他们又~伏、又叩拜。
结 1:28 我一看见就~伏在地、又听见
 3:23 停在那里、我就~伏于地。
 9: 8 我就~伏在地、说、哎、主耶
11:13 于是我~伏在地、大声呼叫说
43: 3 所见的异象、我就~伏在地。
44: 4 耶和华的殿．我就~伏在地。
但 2:46 ~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
 3: 5 就当~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
 3: 6 凡不~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
 3: 7 就都~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
 3:10 声音的、都当~伏敬拜金像。
 3:11 凡不~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
 3:15 若~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
 8:17 我就惊慌~伏在地．他对我说
拿 2: 2 处呼求、你就~听我的声音。
太 2:11 就~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
 4: 9 你若~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
17: 6 见、就~伏在地、极其害怕。
18:26 那仆人就~伏拜他说、主阿、
18:29 他的同伴就~伏央求他、说、
26:39 ~伏在地、祷告说、我父阿、
可 3:11 就~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
 5:22 来见耶稣、就~伏在他脚前、
 5:33 来~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
 7:25 稣的事、就来~伏在他脚前。
14:35 ~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
路 5: 8 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阿
 5:12 就~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
 8:28 就~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
 8:41 来~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
 8:47 战战兢兢的来~伏在耶稣脚前
17:16 又~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
约11:32 就~伏在他脚前、说、主阿、
徒10:25 迎接他、~伏在他脚前拜他。
16:29 兢的、~伏在保罗西拉面前．
罗12:16 倒要~就卑微的人。〔人或作
启 4:10 就~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
 5: 8 就~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

 5:14 阿们。众长老也~伏敬拜。
19: 4 就~伏敬拜坐宝座的　神、说
19:10 我就~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
22: 8 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要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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