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旁边 圣经(107次)

新约(30次)
福音书(16)
历史书(11)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1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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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旁边 páng biān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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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14)
历史书(26)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 士师记(2) 路得记(2) 撒母耳记上(7)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5) 出埃及记(1) 利未记(3) 民数记(5) 申命记(0)
旧约(77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9)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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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3)
诗歌智慧书(9) 约伯记(4) 诗篇(2)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2)

创 6:16 方舟的门要开在~．方舟要分
18: 8 自己在树下站在~、他们就吃
24:29 见他仍站在骆驼~的井旁那里
28:13 或作站在他~〕说、我是耶和
31:46 堆成一堆、大家便在~吃喝。
出16: 3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吃得饱
利 1:15 坛上．鸟的血要流在坛的~．
 5: 9 弹在坛的~．剩下的血、要流
 6:10 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
民 6: 9 若在他~忽然有人死了、以致
23: 3 你站在你的燔祭~、我且往前
23: 6 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
23:15 你站在这燔祭~、等我往那边
23:17 见他站在燔祭~、摩押的使臣
书24:26 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
士 4:21 轻悄悄地到他~、将橛子从他
 7:17 我到了营的~怎样行、你们也
得 2:14 路得就在收割的人~坐下、他
 3: 7 就去睡在麦堆~．路得便悄悄

撒上 1: 9 和华殿的门框~坐在自己的位
 4:20 ~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
 5: 2 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
17:26 大卫问站在~的人、说、有人
19: 3 站在我父亲~、与他谈论．我
20:20 我要向磐石~射三箭、如同射
20:25 押尼珥坐在扫罗~．大卫的座

撒下12:17 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要把
13:31 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
18:30 站在~。他就退去、站在旁边
18:30 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
20:11 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撒尸身~

王上 2:29 现今在祭坛的~．所罗门就差
 3:20 从我~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
13:24 驴站在尸身~、狮子也站在尸
13:24 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
13:25 狮子站在尸身~、就来到老先
13:28 驴和狮子站在尸身~、狮子却
尼 2: 6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王问我
 4: 3 亚扪人多比雅站在~、说、他
 4:18 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
伯 1:14 说、牛正耕地、驴在~吃草．
 9:11 他从我~经过、我却不看见．

18:12 饿衰败、祸患要在他~等候。
30:10 躲在~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
诗38:11 都躲在~站着．我的亲戚本家
91: 7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万人仆
箴 8:34 在我门框~等候的、那人便为
歌 1: 7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好
 1: 8 羊羔、牧放在牧人帐棚的~。
赛49:10 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
耶35: 4 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在沙
41: 9 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这坑
44:15 与~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
结 1:19 活物行走轮也在~行走．活物
 1:20 轮也在活物~上升．因为活物
 1:21 轮也在~上升、因为活物的灵
 3:13 与活物~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
10: 6 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
10: 9 见基路伯~有四个轮子、这基
10:16 轮也在~行走、基路伯展开翅
10:16 地上升、轮也不转离他们~。
10:19 轮也在他们的~、都停在耶和
11:22 轮子都在他们~．在他们以上
16: 6 我从你~经过、见你滚在血中
16: 8 我从你~经过、看见你的时候
17: 8 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好生
33:30 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在房
34:13 一切溪水~、境内一切可居之
39:15 就在~立一标记、等葬埋的人
43: 6 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
45: 7 就是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
46: 2 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
摩 9: 1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他说、
亚 3: 5 服、耶和华的使者在~站立。
 4: 3 ~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
 4:12 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
 4:14 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
太26:73 ~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
可14:47 ~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
14:69 又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
14:70 ~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
15:35 ~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
路 2: 9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主的
 4:39 耶稣站在他~、斥责那热病、

 5:17 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坐着
 9:47 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
19:24 就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
24: 4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衣服放
约 5: 2 叫作毕士大、~有五个廊子。
12:29 站在~的众人听见、就说、打
18:22 ~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
19:25 站在耶稣十字架~的、有他母
19:26 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
徒 1:10 人、身穿白衣、站在~、说、
 5:10 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
 9:39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哭、拿多
12: 7 站在~、屋里有光照耀．天使
22:13 站在~、对我说、兄弟扫罗、
22:20 我也站在~欢喜．又看守害死
22:25 保罗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
23: 2 就吩咐~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23: 4 站在~的人说、你辱骂　神的
23:11 主站在保罗~说、放心吧、你
27:23 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说、

林前14:30 若~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
提后 4:17 惟有主站在我~、加给我力量
启 8: 3 来站在祭坛~．有许多香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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