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到 圣经(109次)

新约(17次)
福音书(9)
历史书(4)
保罗书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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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书(31)
历史书(43)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0) 士师记(4)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9)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3)

创世纪(17) 出埃及记(4) 利未记(0) 民数记(8) 申命记(2)
旧约(92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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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5)
诗歌智慧书(0)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 8: 9 就~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
 8:11 鸽子~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
14: 7 他们~安密巴、就是加低斯、
15:16 他们必~此地、因为亚摩利人
16: 9 你~你主母那里、服在他手下
18:10 我必要~你这里、你的妻子撒
18:14 我必~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
18:33 亚伯拉罕也~自己的地方去了
22: 5 去拜一拜、就~你们这里来。
22:19 于是亚伯拉罕~他仆人那里、
28:21 使我平平安安的~我父亲的家
30:25 我走、叫我~我本乡本土去。
32: 6 所打发的人~雅各那里说、我
37:29 流便~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
37:30 ~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
44:30 如今我~你仆人我父亲那里、
48:21 在、领你们~你们列祖之地。
出 4:18 于是摩西~他岳父叶忒罗那里
 4:21 你~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
 5:22 摩西~耶和华那里说、主阿、
32:31 摩西~耶和华那里、说、唉、
民10:36 求你~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11:30 以色列的长老、都~营里去。
16:50 亚伦~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
23: 5 你~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
23: 6 他就~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
23:16 你~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
23:17 他就~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
35:28 杀人的才可以~他所得为业之
申 3:20 你们才可以~我所赐给你们为
16: 7 次日早晨就~你的帐棚去。
书 6:11 众人~营里、就在营里住宿。
 7: 3 他们~约书亚那里、对他说、
 8:24 以色列众人就~艾城、用刀杀
10:15 亚和以色列众人~吉甲的营中
10:38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底璧、
10:43 亚和以色列众人~吉甲的营中
18: 4 或作画图〕就~我这里来。
18: 8 就~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
18: 9 子上、~示罗营中见约书亚。
20: 6 杀人的才可以~本城本家、就
士 7:15 ~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

11:39 他~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
18: 8 五人~琐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
19:26 妇人~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
得 3:16 路得~婆婆那里、婆婆说、女
撒上 4: 3 百姓~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

 7:17 随后~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
20:38 子就拾起箭来、~主人那里。

撒下 3:27 押尼珥~希伯仑、约押领他到
11:13 一同住宿、还没有~家里去。
20: 4 人招聚了来、你也~这里来。
24: 8 九个月零二十天就~耶路撒冷

王上 3:15 他就~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
20:43 色列王闷闷不乐的~撒玛利亚

王下 2:18 等候他们~他那里．他对他们
 2:25 山、又从迦密山~撒玛利亚。
 4: 4 ~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
 5:15 ~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
 6:22 使他们吃喝~他们的主人那里
 6:23 打发他们~他们主人那里。从
 8:29 约兰王~耶斯列、医治在拉末
 9:11 ~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
 9:15 但约兰王~耶斯列、医治与亚

代上21: 4 走遍以色列地、~耶路撒冷、
代下 1:13 ~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

22: 6 约兰~耶斯列、医治在拉末与
32:21 亚述王满面含羞地~本国、进
尼 4:12 们说、你们必要~我们那里。
 4:15 我们都~城墙那里、各作各的
13: 6 我~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
斯 2:14 次日~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
 6:12 末底改仍~朝门．哈曼却忧忧
 7: 8 王从御园~酒席之处、见哈曼
耶22:11 样说、他必不得再~这里来．
30: 3 我也要使他们~我所赐给他们
31: 8 他们必成为大帮~这里来。
31:17 你的儿女必~自己的境界。
32:37 领他们~此地、使他们安然居
34:22 我必吩咐他们~这城、攻打这
37:20 不要使我~文士约拿单的房屋
38:26 恳求不要叫我~约拿单的房屋
40: 5 你可以~沙番的孙子亚希甘的
结44: 1 他又带我~圣地朝东的外门．

47: 1 他带我~殿门、见殿的门槛下
47: 6 见了什么．他就带我~河边。
47: 7 我~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
但 2:17 但以理~他的居所、将这事告
11:28 对圣约、任意而行、~本地。
何 5:15 我要~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
亚 1:16 现今我~耶路撒冷、仍施怜悯
 8: 3 我现在~锡安、要住在耶路撒
太12:44 我要~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
路 2:51 ~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
 4:14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加利利
 7:10 那托来的人~百夫长家里、看
11:24 我要~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15: 5 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家里。
约 7:33 以后就~差我来的那里去。
 7:45 差役~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
 8: 2 清早又~殿里．众百姓都到他
徒15:33 们平平安安的~差遣他们的人
15:36 我们可以~从前宣传主道的各
18:21 我还要~你们这里．于是开船
22:17 后来我~耶路撒冷、在殿里祷

林后 1:16 再从马其顿~你们那里、叫你
加 1:17 往亚拉伯去．后又~大马色。
来13:19 告、使我快些~你们那里去。
彼后 2:22 猪洗净了又~泥里去滚．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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