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 圣经(116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13)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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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2)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4)

律法书(33)
历史书(34)

预言书(4)

约书亚记(12)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14)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1)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5) 出埃及记(9) 利未记(0) 民数记(8) 申命记(11)
旧约(93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6)
诗歌智慧书(14) 约伯记(7) 诗篇(5)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1)

创32:16 你们要在我前头~、使群群相
32:21 于是礼物先~了．那夜雅各在
32:23 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
33: 3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一连七
47:18 那一年~、第二年他们又来见
出 3: 3 我要~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
 3: 4 耶和华　神见他~要看、就从
15:16 等候你的百姓~、等候你所赎
15:16 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
17: 5 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
30:13 凡~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
30:14 凡~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
33:22 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
38:26 凡~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二
民20:19 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
20:21 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
22:33 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
22:33 驴若没有偏~、我早把你杀了
32: 7 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
32:27 的话、在耶和华面前~打仗。
32:30 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
32:32 在耶和华面前~进入迦南地、
申 2:28 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
 3:18 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
 3:25 求你容我~、看约但河那边的
 3:28 在这百姓前面~使他们承受你
 4:14 使你们在所要~得为业的地上
 4:22 但河．但你们必~得那美地。
 6: 1 使你们在所要~得为业的地上
 9: 3 耶和华你的　神在你前面~、
11:11 你们要~得为业的那地、乃是
31: 3 和华你们的　神必引导你们~
31: 3 约书亚必引导你们~、正如耶
书 1:14 在你们的弟兄前面~、帮助他
 3: 6 在百姓前头~。于是他们抬起
 3:10 柜必在你们前头~到约但河里
 3:16 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了
 3:17 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直
 4: 3 取十二块石头带~、放在你们
 4: 8 他们把石头带~、到他们所住
 4:10 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了。
 4:11 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

 4:12 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
 4:13 在耶和华面前~、到耶利哥的
 5: 1 等到我们~、他们的心因以色
士 3:28 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
12: 5 不容以法莲人~。以法莲逃走
12: 5 容我~、基列人就问他说、你

撒上15:32 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了。
撒下 2:15 伊施波设的便雅悯人~十二名

 2:15 名、大卫的仆人也~十二名。
15:18 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基利
15:18 的六百人、也都在他面前~。
15:22 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了。
15:23 众民尽都~．王也过了汲沦溪
15:24 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
16: 9 求你容我~、割下他的头来。
19:18 有摆渡船~、渡王的家眷、任
19:37 让他同我主我王~．可以随意
19:39 王也~．王与巴西莱亲嘴、为
19:40 王~、到了吉甲、金罕也跟他
19:40 金罕也跟他~．犹大众民和以
19:40 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

王上22:32 就转~与他争战．约沙法便呼
王下 2: 9 ~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代下18:31 就转~与他争战。约沙法一呼
尼 2:14 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
伯 7: 4 黑夜就~呢．我尽是反来复去
 9:25 的更快、急速~、不见福乐。
 9:26 我的日子~如快船、如急落抓
11:16 就是想起也如流~的水一样。
14:13 等你的忿怒~、愿你为我定了
20:28 他的家产必然~．　神发怒的
30:15 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
诗57: 1 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
58: 8 愿他们像蜗牛消化~、又像妇
78:13 使他们~．又叫水立起如垒。
104: 9 使水不能~、不再转回遮盖地
144: 4 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
传 1: 4 一代~、一代又来．地却永远
歌 2:11 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了。
赛10:18 尽．好像拿军旗的昏~一样。
11:15 分为七条、令人~不至湿脚。
26:20 门、隐藏片时、等到忿怒~。

51:23 由我们践踏~吧．你便以背为
耶 5:22 逾越．虽然匉訇、却不能~。
 8:13 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
珥 2: 3 ~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
摩 8: 5 月朔几时~、我们好卖粮．安
 8: 5 安息日几时~、我们好摆开麦
弥 1:11 你们要赤身蒙羞~．撒南的居
哈 3:10 大水泛滥~、深渊发声、汹涌
番 2: 1 日子~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
太12:43 过来~、寻求安歇之处、却寻
24:29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日头就
24:34 这世代还没有~、这些事都要
可 5: 6 远的看见耶稣、就跑~拜他．
 6:53 既渡~、来到革尼撒勒地方、
13:30 这世代还没有~、这些事都要
14:35 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
路 4:30 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了。
10:31 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了。
10:32 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了。
11:24 过来~、寻求安歇之处．既寻
21:32 这世代还没有~、这些事都要
约 9: 1 耶稣~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
徒13:15 管会堂的叫人~、对他们说、
林前 7:31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了。
来11:29 埃及人试着要~、就被吞灭了
雅 1:10 因为他必要~、如同草上的花
约壹 2: 8 因为黑暗渐渐~、真光已经照

 2:17 都要~．惟独遵行　神旨意的
启 9:12 第一样灾祸~了、还有两样灾
11:14 第二样灾祸~．第三样灾祸快
21: 1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了．海
21: 4 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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