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 圣经(93次)

新约(33次)
福音书(15)
历史书(5)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8)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5)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3) 腓立比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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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伯来书(1) 雅各书(2)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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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8)
历史书(10)

预言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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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2)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60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6)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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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1) 诗篇(9) 箴言(5) 传道书(1) 雅歌(0)

创17:22 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去了。
35:13 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上去了
出16:14 露水上~之后、不料、野地面
利19:35 秤、~、斗上、也是如此。
19:36 公道~斗、公道秤．我是耶和
申25:14 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斗。
25:15 公平的~斗、这样、在耶和华
28:43 必渐渐上~、比你高而又高、
士13:20 见火焰从坛上往上~、耶和华
13:20 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上去了

撒上 2: 6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
王下 2: 1 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天的时候

 2:11 以利亚就乘旋风~天去了。
 6:25 二~鸽子粪值银五舍客勒。

代上23:29 物、又管理各样的~斗尺度．
尼 7: 3 等到太阳上~、才可开耶路撒
斯 3: 1 使他高~、叫他的爵位超过与
10: 2 并他抬举末底改使他高~的事
伯22:29 必得高~．谦卑的人　神必然
诗12: 8 下流人在世人中~高、就有恶
13: 2 我的仇敌~高压制我、要到几
47: 5 　神上~、有喊声相送．耶和
47: 5 耶和华上~、有角声相送。
68:18 你已经~上高天、掳掠仇敌、
74:23 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
75: 7 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高。
104: 8 诸山~上、诸谷沉下。〔或作
139: 8 我若~到天上、你在那里．我
箴 3:35 荣．愚昧人高~也成为羞辱。
 4: 8 他就使你高~．怀抱智慧、他
15:24 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使他
20:10 两样的~斗、都为耶和华所憎
30: 4 谁~天又降下来．谁聚风在掌
传 3:21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兽的
赛14:13 我要~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
14:14 我要~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
40:12 用~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
52:13 必被高举上~、且成为至高。
耶51:53 巴比伦虽~到天上、虽使他坚
结 1:19 活物从地上~、轮也都上升。
 1:19 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
 1:20 活物上~、轮也在活物旁边上

 1:20 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因为活
 1:21 那些从地上~、轮也在旁边上
 1:21 轮也在旁边上~、因为活物的
 9: 3 现今从那里~到殿的门槛．
10: 4 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
10:15 基路伯~上去了、这是我在迦
10:16 离地上~、轮也不转离他们旁
10:17 那些上~、这些也一同上升、
10:17 这些也一同上~、因为活物的
10:19 在我眼前离地上~、轮也在他
11:23 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停
11:24 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去了
21:26 要使卑者~为高、使高者降为
但 3:30 高~了沙得拉、米煞、亚伯尼
 5:19 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降．
珥 2:20 是事〕臭气上~、腥味腾空。
摩 8: 5 卖出用小~斗、收银用大戥子
弥 6:10 义之财、和可恶的小~斗么。
太11:23 迦百农阿你已经~到天上．〔
11:23 或作你将要~到天上么〕将来
23:12 必降为卑、自卑的必~为高。
路 1:52 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高．
 2:15 众天使离开他们~天去了、牧
 6:38 并且用十足的~斗、连摇带按
 9:51 耶稣被接上~的日子将到、他
10:15 你已经~到天上．〔或作你将
10:15 或作你将要~到天上么〕将来
14:11 必降为卑．自卑的必~为高。
18:14 降为卑．自卑的、必~为高。
约 3:13 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过天。
 6:62 你们看见人子~到他原来所在
20:17 因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
20:17 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
徒 1: 2 以后被接上~的日子为止。
 1: 9 他就被取上~、有一朵云彩把
 1:11 这离开你们被接~天的耶稣、
 1:22 离开我们被接上~的日子为止
 2:34 大卫并没有~到天上、但自己
罗10: 6 谁要~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
林后11: 7 叫你们高~、这算是我犯罪么
弗 4: 8 他~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
 4: 9 既说~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

 4:10 就是远~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
腓 2: 9 所以　神将他~为至高、又赐
来 4:14 然有一位已经~入高天尊荣的
雅 1: 9 卑微的弟兄~高、就该喜乐．
 4:10 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高。

彼前 5: 6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高。
启 6: 6 一钱银子买一~麦子、一钱银
 6: 6 一钱银子买三~大麦．油和酒
 8: 4 天使的手中一同~到　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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