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跑 圣经(124次)

新约(6次)
福音书(5)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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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跑 táo pǎo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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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18)
历史书(7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1) 士师记(1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1) 撒母耳记下(17)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8) 
历代志上(8)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5) 利未记(1) 民数记(2) 申命记(3)
旧约(118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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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6)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0) 诗篇(6)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14:10 和蛾摩拉王~、有掉在坑里的
14:10 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
19:17 要往山上~、免得你被剿灭。
31:21 就带着所有的~．他起身过大
31:22 有人告诉拉班、雅各~了。
31:27 你为什么暗暗的~、偷着走、
31:31 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
出14: 5 百姓~、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
14:25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吧、因
14:27 埃及人避水~的时候、耶和华
21:13 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
23:27 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
利26:17 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
民10:35 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
16:34 就都~、说、恐怕地也把我们
申28: 7 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
28:25 必从七条路~．你必在天下万
32:30 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呢。
书 7: 4 里去、竟在艾城人面前~了。
 7: 8 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
 7:12 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是因
 8: 5 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
 8: 6 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
 8: 6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
 8:15 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
 8:20 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那往
 8:20 那往旷野~的百姓、便转身攻
10:11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正在
10:16 那五王~、藏在玛基大洞里。
士 1: 6 亚多尼比色~．他们追赶、拿
 3:26 他们耽延的时候以笏就~了．
 4:15 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
 4:17 只有西西拉步行~、到了基尼
 7:21 窜．三百人呐喊、使他们~。
 8:12 西巴和撒慕拿~．基甸追赶他
 9:21 就~、来到比珥住在那里。
 9:40 迦勒在他面前~．有许多受伤
20:32 我们不如~引诱他们离开城到
20:42 转身往旷野~、以色列人在后
20:45 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往临
20:47 转身向旷野~、到了临门盘、

撒上 4:12 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阵上~

 4:17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
14:22 听说非利士人~、就出来紧紧
17:24 看见那人、就~、极其害怕。
17:51 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
19: 8 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
20: 1 大卫从拉玛的拿约~、来到约
22:17 又知道大卫~、竟没有告诉我
31: 1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
31: 7 见以色列军兵~、扫罗和他儿
31: 7 也就弃城~．非利士人便来住

撒下 1: 4 百姓从阵上~、也有许多人仆
 4: 4 他乳母抱着他~、因为跑得太
 4: 6 刺透伊施波设的肚腹、~了。
10:13 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
10:14 亚扪人见亚兰人~、他们也在
10:14 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进城。
10:18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大
13:29 起来、各人骑上骡子、~了。
13:34 押沙龙~了。守望的少年人举
17: 2 必都~．我就单杀王一人．
18: 3 若是我们~、敌人必不介意．
18:17 以色列众人都~、各回各家去
19: 3 就如败阵~惭愧的民一般。
19: 8 以色列人已经~、各回各家去
22:41 在我面前转背~、叫我能以剪
23:11 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
24:13 是在你敌人面前~、被追赶三

王上20:20 亚兰人~、以色列人追赶他们
20:20 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

王下 3:24 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
 7: 7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
 8:21 犹大兵就~、各回各家去了。
 9: 3 完了、就开门~、不要迟延。
 9:10 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了。
 9:23 约兰就转车~、对亚哈谢说、
 9:27 就从园亭之路~。耶户追赶他
25: 4 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

代上10: 1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
10: 7 见以色列军兵~、扫罗和他儿
10: 7 也就弃城~、非利士人便来住
11:13 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
19:14 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

19:15 亚扪人见亚兰人~、他们也在
19:15 约押的兄弟亚比筛面前~进城
19:18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大

代下13:16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
14:12 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了。
尼 6:11 岂要~呢．像我这样的人、岂
诗18:40 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
21:12 你必使他们转背~、向他们的
48: 5 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
68: 1 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
68:12 统兵的君王~了、逃跑了．在
68:12 ~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
箴28: 1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义人却
赛10:29 人战兢．扫罗的基比亚人~。
22: 3 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都为弓
30:17 必令千人~．五人叱喝、你们
30:17 你们都必~．以致剩下的、好
耶 4:29 就都~、进入密林、爬上磐石
25:35 牧人无路~、群众的头目也无
39: 4 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
46: 5 急忙~、并不回头．惊吓四围
46:21 一齐~、站立不住．因为他们
49: 8 要转身~、住在深密处．因为
49:19 我要使以东人~、离开这地．
49:24 转身~．战兢将他捉住、痛苦
50:44 我要使他们~、离开这地．谁
52: 7 出城~、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
结17:21 凡~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
但10: 7 他们却大大战兢、~隐藏、
摩 2:16 必赤身~．这是耶和华说的。
鸿 2: 8 现在居民却都~．虽有人呼喊
 3: 7 都必~离开你、说、尼尼微荒
亚14: 5 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因为
14: 5 你们~、必如犹大王乌西雅年
太 8:33 放猪的就~进城、将这一切事
可 5:14 放猪的就~了、去告诉城里和
16: 8 从坟墓那里~．又发抖、又惊
路 8:34 放猪的看见这事就~了、去告
约10: 5 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
雅 4: 7 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了。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逃跑 táo pǎo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