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去 聖經(119次)

新約(30次)
福音書(27)
歷史書(2)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13)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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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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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12)
歷史書(6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6) 路得記(5) 撒母耳記上(16) 撒母耳記下(8) 列王記上(13) 列王記下(14) 
歷代志上(3)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8)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8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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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0) 西番雅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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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約伯記(1)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24:28 女子跑~、照著這些話告訴他
31:27 唱歌、擊鼓、彈琴的送你~。
38:11 他瑪就~住在他父親家裏。
38:22 他~見猶大說、我沒有找著他
38:29 隨後這孩子把手收~、他哥哥
42:19 但你們可以帶著糧食~、救你
42:33 你們可以帶著糧食~、救你們
45:24 於是約瑟打發他弟兄們~、又
出 4:18 求你容我~見我在埃及的弟兄
18: 2 拉、就是摩西從前打發~的．
民24:25 來回他本地去、巴勒也~了。
申24:19 不可~再取、要留給寄居的、
書 2:22 等著追趕的人~了。追趕的人
 8:21 就轉身~、擊殺艾城的人。
士 7: 3 可以離開基列山~．於是有二
 7: 3 於是有二萬二千人~．只剩下
 8:29 約阿施的兒子耶路巴力~、住
11: 9 你們叫我~、與亞捫人爭戰、
11:11 於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長老~、
13: 6 婦人就~對丈夫說、有一個神
得 1:11 ~吧、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
 1:12 ~吧、我年紀老邁、不能再有
 1:15 去了、你也跟著你嫂子~吧。
 1:16 不要催我~不跟隨你、你往那
 3:17 你不可空手~見你的婆婆。

撒上 1:17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願以色
 6: 3 若要將以色列　神的約櫃送~
 9: 5 我們不如~、恐怕我父親不為
 9:26 我好送你~．掃羅就起來、和
11: 9 使者~告訴雅比人、他們就歡
14:46 掃羅~不追趕非利士人．非利
15:25 同我~、我好敬拜耶和華。
15:26 我不同你~、因為你厭棄耶和
15:30 同我~、我好敬拜耶和華你的
15:31 於是撒母耳轉身跟隨掃羅~、
23:22 請你們~、再確實查明他的住
23:27 士人犯境搶掠．請王快快~。
23:28 ~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
25:12 從原路~、照這話告訴大衛。
29: 7 現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免
29:10 日早晨起來、等到天亮~吧。

撒下 2:26 你要等何時才叫百姓~、不追

 2:27 今日早晨百姓就~、不追趕弟
 3:16 說、你~吧。帕鐵就回去了。
 3:16 說、你回去吧。帕鐵就~了。
10: 4 他們露出下體、打發他們~。
15:19 你可以~、與新王同住、或者
15:20 你不如帶你的弟兄~吧．願耶
19:37 求你准我~、好死在我本城、

王上11:22 缺乏甚麼．只是求王容我~。
12:24 的話、遵著耶和華的命~了。
13: 7 請你同我~吃飯、加添心力、
13:10 於是神人從別的路~、不從伯
13:10 去、不從伯特利來的原路~。
13:16 我不可同你~、進你的家、也
13:19 於是神人同老先知~、在他家
14: 7 你~告訴耶羅波安、說、耶和
14:17 耶羅波安的妻起身~、到了得
19:15 你~、從曠野往大馬色去．到
19:20 你~吧、我向你作了甚麼呢．
19:21 以利沙就離開他~、宰了一對
20:34 放你~．就與他立約、放他去

王下 1: 6 你們~見差你們來的王、對他
 2:13 來的外衣、~站在約但河邊。
 5:19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乃縵就
 5:24 來、放在屋裏、打發他們~。
 8:10 你~告訴他說、這病必能好．
 8:14 ~見他的主人．主人問他說、
 9:36 他們~告訴耶戶。耶戶說、這
15:20 於是亞述王~、不在國中停留
17:27 叫所擄來的祭司~一個、使他
19: 8 拉伯沙基~、正遇見亞述王攻
19:28 口裏、使你從你來的路轉~。
19:33 必從那條路~、必不得來到這
19:36 亞述王西拿基立就拔營~、住
20: 5 你~告訴我民的君希西家、說

代上12:19 商議打發他們~、說、恐怕大
16:43 各家．大衛也~為家眷祝福。
19: 4 他們露出下體、打發他們~。

代下25:13 但亞瑪謝所打發~、不許一同
28:11 要將擄來的弟兄釋放~、因為
伯22: 9 你打發寡婦空手~、折斷孤兒
詩74:21 不要叫受欺壓的人蒙羞~．要
賽37: 8 拉伯沙基~、正遇見亞述王攻

37:29 在你口裏、使你從原路轉~。
37:34 必從那條路~、必不得來到這
37:37 立、就拔營~、住在尼尼微。
耶40: 5 耶利米還沒有~、護衛長說、
但10:20 現在我要~與波斯的魔君爭戰
太 2:12 不要~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
 8:13 你~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
 8:21 阿、容我先~埋葬我的父親。
15:32 我不願意叫他們餓著~、恐怕
24:18 在田裏的、也不要~取衣裳。
可 5:34 平平安安的~吧．你的災病痊
 7:29 你~吧．鬼已經離開你的女兒
12: 3 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
13:16 在田裏的、也不要~取衣裳。
路 1:53 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
 2:20 牧羊的人~了．因所聽見所看
 2:43 他們~、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
 7:50 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吧。
 8:37 離開他們．耶穌就上船~了。
 8:38 耶穌同在．耶穌卻打發他~、
 9:59 主、容我先~埋葬我的父親。
20:10 園戶竟打了他、叫他空手~。
20:11 並且凌辱他、叫他空手~。
23:48 這所成的事、都捶著胸~了。
23:56 他們就~、預備了香料香膏。
24: 9 便從墳墓那裏~、把這一切事
24:12 就~了、心裏希奇所成的事。
約 4:50 ~吧．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
 4:50 人信耶穌所說的話、就~了。
 4:54 蹟、是他從猶太~以後行的。
11:28 就~暗暗的叫他妹子馬利亞說
12:11 拉撒路的緣故、~信了耶穌。
徒17:15 太速速到他這裏來、就~了。
20: 3 害他、他就定意從馬其頓~。
來11:15 的家鄉、還有可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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