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去 圣经(119次)

新约(30次)
福音书(27)
历史书(2)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13)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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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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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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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12)
历史书(6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6) 路得记(5) 撒母耳记上(16) 撒母耳记下(8) 列王记上(13) 列王记下(14) 
历代志上(3)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8)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89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0) 何西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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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6)
诗歌智慧书(2) 约伯记(1)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24:28 女子跑~、照着这些话告诉他
31:27 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
38:11 他玛就~住在他父亲家里。
38:22 他~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
38:29 随后这孩子把手收~、他哥哥
42:19 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救你
42:33 你们可以带着粮食~、救你们
45:24 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又
出 4:18 求你容我~见我在埃及的弟兄
18: 2 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的．
民24:25 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了。
申24:19 不可~再取、要留给寄居的、
书 2:22 等着追赶的人~了。追赶的人
 8:21 就转身~、击杀艾城的人。
士 7: 3 可以离开基列山~．于是有二
 7: 3 于是有二万二千人~．只剩下
 8:29 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力~、住
11: 9 你们叫我~、与亚扪人争战、
11:11 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
13: 6 妇人就~对丈夫说、有一个神
得 1:11 ~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
 1:12 ~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
 1:15 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吧。
 1:16 不要催我~不跟随你、你往那
 3:17 你不可空手~见你的婆婆。

撒上 1:17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愿以色
 6: 3 若要将以色列　神的约柜送~
 9: 5 我们不如~、恐怕我父亲不为
 9:26 我好送你~．扫罗就起来、和
11: 9 使者~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
14:46 扫罗~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
15:25 同我~、我好敬拜耶和华。
15:26 我不同你~、因为你厌弃耶和
15:30 同我~、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
15:31 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
23:22 请你们~、再确实查明他的住
23:27 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
23:28 ~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
25:12 从原路~、照这话告诉大卫。
29: 7 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免
29:10 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吧。

撒下 2:26 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不追

 2:27 今日早晨百姓就~、不追赶弟
 3:16 说、你~吧。帕铁就回去了。
 3:16 说、你回去吧。帕铁就~了。
10: 4 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
15:19 你可以~、与新王同住、或者
15:20 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吧．愿耶
19:37 求你准我~、好死在我本城、

王上11:22 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
12:24 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了。
13: 7 请你同我~吃饭、加添心力、
13:10 于是神人从别的路~、不从伯
13:10 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
13:16 我不可同你~、进你的家、也
13:19 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在他家
14: 7 你~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
14:17 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到了得
19:15 你~、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
19:20 你~吧、我向你作了什么呢．
19:21 以利沙就离开他~、宰了一对
20:34 放你~．就与他立约、放他去

王下 1: 6 你们~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
 2:13 来的外衣、~站在约但河边。
 5:19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乃缦就
 5:24 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
 8:10 你~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
 8:14 ~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
 9:36 他们~告诉耶户。耶户说、这
15:20 于是亚述王~、不在国中停留
17:27 叫所掳来的祭司~一个、使他
19: 8 拉伯沙基~、正遇见亚述王攻
19:28 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
19:33 必从那条路~、必不得来到这
19:36 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住
20: 5 你~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

代上12:19 商议打发他们~、说、恐怕大
16:43 各家．大卫也~为家眷祝福。
19: 4 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

代下25:13 但亚玛谢所打发~、不许一同
28:11 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因为
伯22: 9 你打发寡妇空手~、折断孤儿
诗74:21 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要
赛37: 8 拉伯沙基~、正遇见亚述王攻

37:29 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
37:34 必从那条路~、必不得来到这
37:37 立、就拔营~、住在尼尼微。
耶40: 5 耶利米还没有~、护卫长说、
但10:20 现在我要~与波斯的魔君争战
太 2:12 不要~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
 8:13 你~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
 8:21 阿、容我先~埋葬我的父亲。
15:32 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恐怕
24:18 在田里的、也不要~取衣裳。
可 5:34 平平安安的~吧．你的灾病痊
 7:29 你~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
12: 3 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
13:16 在田里的、也不要~取衣裳。
路 1:53 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
 2:20 牧羊的人~了．因所听见所看
 2:43 他们~、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
 7:50 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吧。
 8:37 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了。
 8:38 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
 9:59 主、容我先~埋葬我的父亲。
20:10 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
20:11 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
23:48 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了。
23:56 他们就~、预备了香料香膏。
24: 9 便从坟墓那里~、把这一切事
24:12 就~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
约 4:50 ~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
 4:50 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了。
 4:54 迹、是他从犹太~以后行的。
11:28 就~暗暗的叫他妹子马利亚说
12:11 拉撒路的缘故、~信了耶稣。
徒17:15 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了。
20: 3 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
来11:15 的家乡、还有可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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