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 圣经(91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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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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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律法书(9)
历史书(27)

预言书(1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3) 利未记(1) 民数记(2) 申命记(0)
旧约(68次)

以赛亚书(8)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0) 何西阿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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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迦利亚书(6)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9)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1)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0)

创24:61 ~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
31:17 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上骆驼
49:17 伤马蹄、使~马的坠落于后。
出 4:20 叫他们~上驴回埃及地去．摩
15: 1 胜、将马和~马的投在海中。
15:21 胜、将马和~马的投在海中。
利15: 9 患漏症人所~的鞍子、也为不
民22:22 他~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22:30 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的驴么
士 5:10 ~白驴的、坐绣花毯子的、行
10: 4 有三十个儿子~着三十匹驴驹
12:14 ~着七十匹驴驹．押顿作以色

撒上25:20 亚比该~着驴、正下山坡、见
25:42 ~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
30:17 除了四百~骆驼的少年人之外

撒下13:29 来、各人~上骡子、逃跑了。
16: 2 是给王的家眷~的、面饼、和
18: 9 押沙龙~着骡子、从大橡树密
18: 9 来．所~的骡子便离他去了。
19:26 那日我想要备驴~上、与王同

王上 1:33 使我儿子所罗门~我的骡子、
 1:38 下去使所罗门~大卫王的骡子
 1:44 都去使所罗门~王的骡子。
13:13 他们备好了驴、他就~上、
20:20 亚兰王便哈达~着马、和马兵

王下 9:17 打发一个~马的去、迎接他们
 9:18 ~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
 9:19 王又打发一个~马的去．这人
18:23 看你这一面~马的人够不够。

代下28:15 就使他们~驴、送到棕树城耶
尼 2:12 除了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
 2:14 但所~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
斯 6: 9 使他~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
 6:11 使他~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
 8:10 交给~御马圈快马的驿卒传到
 8:14 于是~快马的驿卒、被王命催
伯39:18 翅膀、就嗤笑马和~马的人。
诗76: 6 发坐车的、~马的都沉睡了。
传10: 7 我见过仆人~马、王子像仆人
赛21: 7 就是~马的一对一对地来、又
21: 9 有一队军兵~着马、一对一对
30:16 我们要~马奔走．所以你们必

30:16 我们要~飞快的牲口．所以追
36: 8 看你这一面~马的人够不够。
66:20 使他们或~马、或坐车、坐轿
66:20 ~骡子、骑独峰驼、到我的圣
66:20 ~独峰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
耶 6:23 他们~马、都摆队伍、如上战
17:25 或~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
22: 4 或~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
46: 4 ~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
50:42 他们~马、都摆队伍、如上战
51:21 用你打碎马和~马的．用你打
结23: 6 都~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
23:12 ~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
23:23 都~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
26:10 你的墙垣必因~马的、和战车
38:15 都~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
何10:11 或作被~〕犹大必耕田、雅各
14: 3 不~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
摩 2:15 能逃脱．~马的也不能自救。
该 2:22 ~马的败落、各人被弟兄的刀
亚 1: 8 见一人~着红马、站在洼地番
 1:11 那些~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
 9: 9 谦谦和和的~着驴、就是骑着
 9: 9 骑着驴、就是~着驴的驹子。
10: 5 他们同在．~马的也必羞愧。
12: 4 使~马的颠狂．我必看顾犹大
太21: 5 又~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
21: 5 骑着驴、就是~着驴驹子。』
21: 7 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上。
可11: 2 是从来没有人~过的、可以解
11: 7 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上。
路10:34 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
19:30 是从来没有人~过的．可以解
19:35 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上。
约12:14 就~上．如经上所记的说、
12:15 怕、你的王~着驴驹来了。』
徒23:24 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上、护
启 6: 2 ~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
 6: 4 有权柄给了那~马的、可以从
 6: 5 ~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6: 8 ~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
 9:17 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马的

 9:17 ~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
17: 3 看见一个女人~在朱红色的兽
19:11 ~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19:14 ~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
19:18 壮士与马和~马者的肉、并一
19:19 要与~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
19:21 其余的被~白马者口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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