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 聖經(116次)

新約(23次)
福音書(13)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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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guò qù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4)

律法書(33)
歷史書(34)

預言書(4)

約書亞記(12)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4)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1)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5) 出埃及記(9) 利未記(0) 民數記(8) 申命記(11)
舊約(93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6)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7) 詩篇(5)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1)

創32:16 你們要在我前頭~、使群群相
32:21 於是禮物先~了．那夜雅各在
32:23 們過河、又打發所有的都~．
33: 3 他自己在他們前頭~、一連七
47:18 那一年~、第二年他們又來見
出 3: 3 我要~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
 3: 4 耶和華　神見他~要看、就從
15:16 等候你的百姓~、等候你所贖
15:16 過去、等候你所贖的百姓~。
17: 5 幾個長老、從百姓面前走~。
30:13 凡~歸那些被數之人的、每人
30:14 凡~歸那些被數的人、從二十
33:22 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
38:26 凡~歸那些被數之人的、從二
民20:19 別的、只求你容我們步行~。
20:21 不肯容以色列人從他的境界~
22:33 驢看見我就三次從我面前偏~
22:33 驢若沒有偏~、我早把你殺了
32: 7 不~進入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
32:27 的話、在耶和華面前~打仗。
32:30 若他們不帶兵器和你們一同~
32:32 在耶和華面前~進入迦南地、
申 2:28 水給我喝、只要容我步行~．
 3:18 在你們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
 3:25 求你容我~、看約但河那邊的
 3:28 在這百姓前面~使他們承受你
 4:14 使你們在所要~得為業的地上
 4:22 但河．但你們必~得那美地。
 6: 1 使你們在所要~得為業的地上
 9: 3 耶和華你的　神在你前面~、
11:11 你們要~得為業的那地、乃是
31: 3 和華你們的　神必引導你們~
31: 3 約書亞必引導你們~、正如耶
書 1:14 在你們的弟兄前面~、幫助他
 3: 6 在百姓前頭~。於是他們抬起
 3:10 櫃必在你們前頭~到約但河裏
 3:16 於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面~了
 3:17 以色列眾人都從乾地上~、直
 4: 3 取十二塊石頭帶~、放在你們
 4: 8 他們把石頭帶~、到他們所住
 4:10 一切話．於是百姓急速~了。
 4:11 的約櫃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

 4:12 帶著兵器在以色列人前頭~。
 4:13 在耶和華面前~、到耶利哥的
 5: 1 等到我們~、他們的心因以色
士 3:28 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
12: 5 不容以法蓮人~。以法蓮逃走
12: 5 容我~、基列人就問他說、你

撒上15:32 裏說、死亡的苦難必定~了。
撒下 2:15 伊施波設的便雅憫人~十二名

 2:15 名、大衛的僕人也~十二名。
15:18 王的臣僕都在他面前~．基利
15:18 的六百人、也都在他面前~。
15:22 所有的婦人孩子、就都~了。
15:23 眾民盡都~．王也過了汲淪溪
15:24 來、等著眾民從城裏出來~。
16: 9 求你容我~、割下他的頭來。
19:18 有擺渡船~、渡王的家眷、任
19:37 讓他同我主我王~．可以隨意
19:39 王也~．王與巴西萊親嘴、為
19:40 王~、到了吉甲、金罕也跟他
19:40 金罕也跟他~．猶大眾民和以
19:40 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

王上22:32 就轉~與他爭戰．約沙法便呼
王下 2: 9 ~之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代下18:31 就轉~與他爭戰。約沙法一呼
尼 2:14 但所騎的牲口沒有地方~。
伯 7: 4 黑夜就~呢．我盡是反來覆去
 9:25 的更快、急速~、不見福樂。
 9:26 我的日子~如快船、如急落抓
11:16 就是想起也如流~的水一樣。
14:13 等你的忿怒~、願你為我定了
20:28 他的家產必然~．　神發怒的
30:15 尊榮如風．我的福祿如雲~。
詩57: 1 你翅膀的蔭下、等到災害~。
58: 8 願他們像蝸牛消化~、又像婦
78:13 使他們~．又叫水立起如壘。
104: 9 使水不能~、不再轉回遮蓋地
144: 4 他的年日如同影兒快快~。
傳 1: 4 一代~、一代又來．地卻永遠
歌 2:11 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了。
賽10:18 盡．好像拿軍旗的昏~一樣。
11:15 分為七條、令人~不至濕腳。
26:20 門、隱藏片時、等到忿怒~。

51:23 由我們踐踏~吧．你便以背為
耶 5:22 逾越．雖然匉訇、卻不能~。
 8:13 賜給他們的、必離開他們~。
珥 2: 3 ~以後、成了荒涼的曠野．沒
摩 8: 5 月朔幾時~、我們好賣糧．安
 8: 5 安息日幾時~、我們好擺開麥
彌 1:11 你們要赤身蒙羞~．撒南的居
哈 3:10 大水氾濫~、深淵發聲、洶湧
番 2: 1 日子~如風前的糠、耶和華的
太12:43 過來~、尋求安歇之處、卻尋
24:29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日頭就
24:34 這世代還沒有~、這些事都要
可 5: 6 遠的看見耶穌、就跑~拜他．
 6:53 既渡~、來到革尼撒勒地方、
13:30 這世代還沒有~、這些事都要
14:35 倘若可行、便叫那時候~。
路 4:30 他卻從他們中間直行、~了。
10:31 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了。
10:32 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了。
11:24 過來~、尋求安歇之處．既尋
21:32 這世代還沒有~、這些事都要
約 9: 1 耶穌~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
徒13:15 管會堂的叫人~、對他們說、
林前 7:31 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了。
來11:29 埃及人試著要~、就被吞滅了
雅 1:10 因為他必要~、如同草上的花
約壹 2: 8 因為黑暗漸漸~、真光已經照

 2:17 都要~．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
啟 9:12 第一樣災禍~了、還有兩樣災
11:14 第二樣災禍~．第三樣災禍快
21: 1 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了．海
21: 4 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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