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从 圣经(105次)

新约(57次)
福音书(53)
历史书(3)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7) 马可福音(14) 路加福音(15) 约翰福音(7)
使徒行传(3)
罗马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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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从 gēn có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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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10)
历史书(28)

预言书(1)

约书亚记(7) 士师记(0)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5) 申命记(2)
旧约(48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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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5)
诗歌智慧书(2) 约伯记(1)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24:54 仆人和~他的人、吃了喝了、
24:59 仆人、并~仆人的、都走了。
出11: 8 求你和~你的百姓都出去、然
民14:24 专一~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
14:43 因你们退回不~耶和华、所以
32:11 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我。
32:12 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我。
32:15 你们若退后不~他、他还要把
申 1:36 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我。
 7: 4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主
书14: 8 但我专心~耶和华我的　神。
14: 9 因为你专心~耶和华我的　神
14:14 因为他专心~耶和华以色列的
22:16 你们今日转去不~耶和华、干
22:18 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耶和华么
22:23 要转去不~耶和华、或是要将
22:29 今日转去不~他、我们断没有
得 3:10 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
撒上15:11 因为他转去不~我、不遵守我

25:42 ~大卫的使者去了、就作了大
撒下 7: 8 叫你不再~羊群、立你作我民

19:17 ~示每的有一千便雅悯人．还
王上 9: 6 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我

20:10 若够~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
20:14 借着~省长的少年人．亚哈说
20:15 于是亚哈数点~省长的少年人
20:17 ~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便哈
20:19 ~省长的少年人出城、军兵跟

王下10:14 ~的人就活捉了他们、将他们
25:10 ~护卫长迦勒底的全军、就拆

代上12:27 首领．~他的有三千七百人．
12:34 ~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三万
17: 7 叫你不再~羊群、立你作我民

代下12: 3 并且~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
13: 7 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他、逞
18: 2 亚哈为他和~他的人、宰了许
34:33 就~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尼 4:23 并~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
伯34:27 因为他们偏行不~他、也不留
诗78:71 叫他不再~那些带奶的母羊、
赛59:13 转去不~我们的　神、说欺压
耶 3:19 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我。

17:16 那~你作牧人的职分、我并没
52:14 ~护卫长迦勒底的全军、就拆
但11:43 亚人、和古实人、都必~他。
摩 7:15 使我不~羊群、对我说、你去
番 1: 6 与那些转去不~耶和华的、和
亚 7: 2 并~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
太 4:19 来~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
 4:20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了他。
 4:22 了船、别了父亲、~了耶稣。
 8:10 对~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8:19 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你。
 8:22 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我吧。
 9: 9 你~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
 9: 9 我来．他就起来、~了耶稣。
10:38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我的、也
12: 3 大卫和~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
12: 4 这饼不是他和~他的人可以吃
16:24 若有人要~我、就当舍己、背
16:24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我。
19:21 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我。
19:27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你、将
19:28 你们这~我的人、到复兴的时
20:34 他们立刻看见、就~了耶稣。
可 1:17 来~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
 1:18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了他。
 1:20 工人留在船上、~耶稣去了。
 2:14 你~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
 2:14 从我来．他就起来~了耶稣。
 2:25 经上记着大卫和~他的人、缺
 2:26 又给~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
 6: 1 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他。
 8:34 若有人要~我、就当舍己、背
 8:34 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我。
 9:38 就禁止他、因为他不~我们。
10:21 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我。
10:28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你了。
10:32 ~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
路 5:11 岸、就撇下所有的~了耶稣。
 5:27 关上、就对他说、你~我来。
 5:28 下所有的、起来、~了耶稣。
 6: 3 经上记着大卫和~他的人、饥
 6: 4 又给~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

 9:23 若有人要~我、就当舍己、天
 9:23 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我．
 9:49 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你。
 9:57 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你。
 9:59 ~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
 9:61 我要~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
14:27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我的、
18:22 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我。
18:28 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你了
21: 8 时候近了．你们不要~他们。
约 1:37 徒听见他的话、就~了耶稣。
 1:40 ~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
 1:43 腓力、就对他说、来~我吧。
 8:12 ~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
12:26 就当~我．我在那里、服事我
21:19 这话、就对他说、你~我吧。
21:22 时候、与你何干．你~我吧。
徒 5:37 引诱些百姓~他、他也灭亡、
13:43 多有~保罗、巴拿巴的、二人
20:30 谬的话、要引诱门徒~他们。
启13: 3 全地的人、都希奇~那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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