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上 聖經(98次)

新約(26次)
福音書(20)
歷史書(4)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7)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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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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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歷史書(2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4)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6)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4) 出埃及記(5) 利未記(0) 民數記(6) 申命記(10)
舊約(72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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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歌智慧書(7) 約伯記(2) 詩篇(2) 箴言(2) 傳道書(1) 雅歌(0)

創10:19 的境界是從西頓向基拉耳的~
10:19 押瑪、洗扁的~、直到拉沙．
16: 7 野、書珥~的水泉旁遇見他、
24:27 耶和華在~引領我、直走到我
28:20 在我所行的~保佑我、又給我
35: 3 在我行的~保佑我的那位。
38:14 坐在亭拿~的伊拿印城門口。
42:25 又給他們~用的食物、人就照
42:38 他若在你們所行的~遭害、那
45:21 給他們車輛、和~用的食物。
45:23 與餅、和菜、為他父親~用。
45:24 他們說、你們不要在~相爭。
48: 7 在迦南地的~、離以法他還有
48: 7 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以
出 4:24 摩西在~住宿的地方、耶和華
18: 8 以及~所遭遇的一切艱難、並
23:20 在~保護你、領你到我所預備
33: 3 姓、恐怕我在~把你們滅絕。
40:38 在他們所行的~、都是這樣。
民22:22 耶和華的使者站在~敵擋他。
22:23 驢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
22:23 就從~跨進田間、巴蘭便打驢
22:24 華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園的窄~
22:31 他就看見耶和華的使者站在~
22:34 我不知道你站在~阻擋我、你
申 1:31 你們在曠野所行的~、也曾見
 1:33 他在~、在你們前面行、為你
 6: 7 行在~、躺下、起來、都要談
11:19 行在~、躺下、起來、都要談
22: 4 跌倒在~、不可佯為不見、總
22: 6 你若~遇見鳥窩、或在樹上、
23: 4 在~迎接你們、又因他們雇了
24: 9 在~耶和華你　神向米利暗所
25:17 候、亞瑪力人在~怎樣待你。
25:18 他們在~遇見你、趁你疲乏困
書 5: 4 埃及以後、都死在曠野的~。
 5: 5 在曠野的~所生的眾民、都沒
 5: 7 因為在~沒有給他們行割禮、
 9:11 你們手裏要帶著~用的食物、
士 4: 9 只是你在所行的~、得不著榮
 9:37 一隊從米惡尼尼橡樹的~而來
20:31 在田間兩條~、一通伯特利、

撒上15: 2 在~亞瑪力人怎樣待他們、怎
17:52 倒在沙拉音的~、直到迦特、

撒下13:30 他們還在~、有風聲傳到大衛
20:12 把亞瑪撒的屍身從~挪到田間
20:13 屍身從~挪移之後、眾民就都

王上11:29 示羅人先知亞希雅在~遇見他
13:24 在~有個獅子遇見他、將他咬
13:24 屍身倒在~、驢站在屍身旁邊
13:25 看見屍身倒在~、獅子站在屍
13:28 看見神人的屍身倒在~、驢和
18: 7 俄巴底在~恰與以利亞相遇、

王下10:12 去．在~、牧人剪羊毛之處、
拉 8:22 幫助我們抵擋~的仇敵、本以
 8:31 離仇敵、和~埋伏之人的手。
伯18:10 藏在土內、羈絆為他藏在~。
24:13 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
詩119:105是我腳前的燈、是我~的光。
142: 3 在我行的~、敵人為我暗設網
箴 2:15 道中彎曲、在他們的~偏僻。
22: 5 乖僻人的~、有荊棘和網羅．
傳12: 5 ~有驚慌、杏樹開花、蚱蜢成
賽15: 5 在何羅念的~、因毀滅舉起哀
26: 8 我們在你行審判的~等候你．
49: 9 他們在~必得飲食、在一切淨
耶 2:18 現今你為何在埃及~、要喝西
 2:18 你為何在亞述~、要喝大河的
 6:16 你們當站在~察看、訪問古道
 6:25 也不要行在~．因四圍有仇敵
18:15 使他們在所行的~、在古道上
何 6: 9 也照樣在示劍的~殺戮、行了
太 5:25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就趕
 8:28 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經過。
15:32 們餓著回去、恐怕在~困乏。
20:17 在~把十二個門徒帶到一邊、
21: 8 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還有
21: 8 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
可 8: 3 就必在~困乏．因為其中有從
 8:27 在~問門徒說、人說我是誰。
 9:33 說、你們在~議論的是甚麼。
 9:34 因為他們在~彼此爭論誰為大
10:52 刻看見了、就在~跟隨耶穌。
11: 8 把衣服鋪在~、也有人把田間

11: 8 田間的樹枝砍下來、鋪在~。
路 1:79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
10: 4 帶鞋．在~也不要問人的安。
12:58 還在~、務要盡力的和他了結
14:23 你出去到~和籬笆那裏、勉強
19:36 的時候、眾人把衣服鋪在~。
24:32 在~、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
24:35 兩個人就把~所遇見、和擘餅
徒 9:17 在你來的~、向你顯現的主、
 9:27 把他在~怎麼看見主、主怎麼
25: 3 來．他們要在~埋伏殺害他。
26:13 我在~、晌午的時候、看見從
雅 1: 8 在他一切所行的~、都沒有定
 2:25 又放他們從別的~出去、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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