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 聖經(95次)

新約(16次)
福音書(6)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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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t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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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律法書(6)
歷史書(16)

預言書(8)

約書亞記(4)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7)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6)
舊約(79次)

以賽亞書(21)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6)
小先知書(1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5)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32)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2) 詩篇(9)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申 1:36 且我要將他所~過的地賜給他
 2: 5 連腳掌可~之處、我都不給你
11:24 凡你們腳掌所~之地、都必歸
11:25 驚恐臨到你們所~之地的居民
28:56 是因嬌嫩柔弱不肯把腳~地的
33:29 降你、你必~在他們的高處。
書 1: 3 凡你們腳掌所~之地、我都照
10:24 把腳~在這些王的頸項上。他
10:24 把腳~在這些王的頸項上。
14: 9 你腳所~之地、定要歸你和你
士20:43 著日出之地的基比亞踐~他們
撒上 2:29 你們為何踐~、尊重你的兒子

 5: 5 都不~大袞廟的門檻、直到今
撒下22:43 踐~他們四散在地、如同街上
王下 3:19 水泉、用石頭糟~一切美田。

 7:17 眾人在那裏將他踐~、他就死
 7:20 因為眾人在城門口將他踐~、
 9:33 和馬上．於是把他踐~了。
13: 7 踐~他們如禾場上的塵沙．只
14: 9 個野獸經過、把蒺藜踐~了。
19:24 我必用腳掌~乾埃及的一切河

代下25:18 個野獸經過、把蒺藜踐~了。
伯39:15 到被腳踹碎、或被野獸踐~。
40:12 他制伏、把惡人踐~在本處．
詩 7: 5 將我的性命~在地下、使我的
17: 5 我的腳~定了你的路徑、我的
36:11 不容驕傲人的腳踐~我、不容
44: 5 靠你的名要踐~那起來攻擊我
60:12 因為踐~我們敵人的就是他。
80:13 把他糟~、野地的走獸、拿他
89:39 的約、將他的冠冕踐~於地。
91:13 身上、踐~少壯獅子和大蛇。
108:13 因為踐~我們敵人的就是他。
箴 5: 5 入死地．他腳步、~住陰間．
賽 1:12 些、使你們踐~我的院宇呢。
 5: 5 滅、拆毀牆垣、使他被踐~．
 7:25 了放牛之處、為羊踐~之地。
10: 6 將他們踐~、像街上的泥土一
14:19 你又像被踐~的屍首一樣。
14:25 在我山上將他踐~．他加的軛
18: 2 是分地界踐~人的、他們的地
18: 7 分地界踐~人的、他們的地有

22: 5 踐~、煩擾的日子．城被攻破
25:10 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踐~、
25:10 好像乾草被踐~在糞池的水中
26: 6 要被腳踐~、就是被困苦人的
26: 6 人的腳、和窮乏人的腳踐~。
28: 3 他的冠冕、必被~在腳下．
28:18 過的時候、你們必被他踐~。
37:25 我必用腳掌~乾埃及的一切河
51:23 由我們踐~過去吧．你便以背
59: 5 必死．這蛋被~、必出蝮蛇．
60:13 我也要使我腳~之處得榮耀。
63: 3 發烈怒將他們踐~．他們的血
63:18 我們的敵人已經踐~你的聖所
耶12:10 踐~我的分、使我美好的分變
結26:11 他的馬蹄必踐~你一切的街道
34:18 你們竟用蹄踐~了．你們喝清
34:19 只得吃你們所踐~的、喝你們
43: 7 是我腳掌所~之地．我要在這
但 7: 7 所剩下的用腳踐~、這獸與前
 7:19 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
 7:23 必吞吃全地、並且踐~嚼碎。
 8: 7 用腳踐~、沒有能救綿羊脫離
 8:10 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
 8:13 將聖所與軍旅踐~的異象、〔
珥 3:13 踐~吧。因為酒醡滿了、酒池
摩 4:13 腳~在地之高處的．他的名是
 5:11 你們踐~貧民、向他們勒索麥
彌 5: 5 入我們的地境踐~宮殿的時候
 5: 6 人進入我們的地境踐~的時候
 5: 8 他若經過就必踐~撕裂、無人
 7:10 他必被踐~、如同街上的泥土
 7:19 將我們的罪孽~在腳下、又將
哈 3:15 你乘馬踐~紅海、就是踐踏洶
 3:15 紅海、就是踐~洶湧的大水。
亞 9:15 踐~彈石。他們必喝血吶喊、
10: 5 陣上將仇敵踐~在街上的泥土
瑪 4: 3 你們必踐~惡人．在我所定的
太 5:13 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了。
 7: 6 恐怕他踐~了珍珠、轉過來咬
路 8: 5 被人踐~、天上的飛鳥又來吃
10:19 可以踐~蛇和蠍子、又勝過仇
12: 1 甚至彼此踐~、耶穌開講、先

21:24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直
羅16:20 快要將撒但踐~在你們腳下。
來10:29 何況人踐~　神的兒子、將那
啟10: 2 的．他右腳~海、左腳踏地．
10: 2 的．他右腳踏海、左腳~地．
10: 5 我所看見的那~海踏地的天使
10: 5 我所看見的那踏海~地的天使
10: 8 你去把那~海踏地之天使手中
10: 8 你去把那踏海~地之天使手中
11: 2 他們要踐~聖城四十二個月。
12: 1 腳~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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