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跑 聖經(124次)

新約(6次)
福音書(5)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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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跑 táo pǎo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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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8)
歷史書(7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1) 士師記(1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1) 撒母耳記下(17)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8) 
歷代志上(8)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7) 出埃及記(5)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3)
舊約(118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6)
詩歌智慧書(7) 約伯記(0) 詩篇(6)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14:10 和蛾摩拉王~、有掉在坑裏的
14:10 裏的、其餘的人都往山上~。
19:17 要往山上~、免得你被剿滅。
31:21 就帶著所有的~．他起身過大
31:22 有人告訴拉班、雅各~了。
31:27 你為甚麼暗暗的~、偷著走、
31:31 的女兒從我奪去、所以我~。
出14: 5 百姓~、法老和他的臣僕就向
14:25 我們從以色列人面前~吧、因
14:27 埃及人避水~的時候、耶和華
21:13 一個地方、他可以往那裏~。
23:27 又要使你一切仇敵、轉背~。
利26:17 們．無人追趕、你們卻要~。
民10:35 散、願恨你的人從你面前~。
16:34 就都~、說、恐怕地也把我們
申28: 7 路來攻擊你、必從七條路~。
28:25 必從七條路~．你必在天下萬
32:30 千人、二人焉能使萬人~呢。
書 7: 4 裏去、竟在艾城人面前~了。
 7: 8 以色列人既在仇敵面前轉背~
 7:12 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是因
 8: 5 時候、我們就在他們面前~．
 8: 6 這些人像初次在我們面前~．
 8: 6 所以我們要在他們面前~．
 8:15 前裝敗、往那通曠野的路~。
 8:20 他們就無力向左向右~．那往
 8:20 那往曠野~的百姓、便轉身攻
10:11 他們在以色列人面前~、正在
10:16 那五王~、藏在瑪基大洞裏。
士 1: 6 亞多尼比色~．他們追趕、拿
 3:26 他們耽延的時候以笏就~了．
 4:15 刀殺敗．西西拉下車步行~。
 4:17 只有西西拉步行~、到了基尼
 7:21 竄．三百人吶喊、使他們~。
 8:12 西巴和撒慕拿~．基甸追趕他
 9:21 就~、來到比珥住在那裏。
 9:40 迦勒在他面前~．有許多受傷
20:32 我們不如~引誘他們離開城到
20:42 轉身往曠野~、以色列人在後
20:45 其餘的人轉身向曠野~、往臨
20:47 轉身向曠野~、到了臨門磐、

撒上 4:12 當日有一個便雅憫人從陣上~

 4:17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
14:22 聽說非利士人~、就出來緊緊
17:24 看見那人、就~、極其害怕。
17:51 們討戰的勇士死了、就都~。
19: 8 敗他們．他們就在他面前~。
20: 1 大衛從拉瑪的拿約~、來到約
22:17 又知道大衛~、竟沒有告訴我
31: 1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
31: 7 見以色列軍兵~、掃羅和他兒
31: 7 也就棄城~．非利士人便來住

撒下 1: 4 百姓從陣上~、也有許多人仆
 4: 4 他乳母抱著他~、因為跑得太
 4: 6 刺透伊施波設的肚腹、~了。
10:13 蘭人．亞蘭人在約押面前~。
10:14 亞捫人見亞蘭人~、他們也在
10:14 他們也在亞比篩面前~進城。
10:18 亞蘭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大
13:29 起來、各人騎上騾子、~了。
13:34 押沙龍~了。守望的少年人舉
17: 2 必都~．我就單殺王一人．
18: 3 若是我們~、敵人必不介意．
18:17 以色列眾人都~、各回各家去
19: 3 就如敗陣~慚愧的民一般。
19: 8 以色列人已經~、各回各家去
22:41 在我面前轉背~、叫我能以剪
23:11 眾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
24:13 是在你敵人面前~、被追趕三

王上20:20 亞蘭人~、以色列人追趕他們
20:20 哈達騎著馬、和馬兵一同~。

王下 3:24 以致他們在以色列人面前~．
 7: 7 所以在黃昏的時候他們起來~
 8:21 猶大兵就~、各回各家去了。
 9: 3 完了、就開門~、不要遲延。
 9:10 說完了、少年人就開門~了。
 9:23 約蘭就轉車~、對亞哈謝說、
 9:27 就從園亭之路~。耶戶追趕他
25: 4 從靠近王園兩城中間的門~．

代上10: 1 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
10: 7 見以色列軍兵~、掃羅和他兒
10: 7 也就棄城~、非利士人便來住
11:13 眾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
19:14 蘭人．亞蘭人在約押面前~。

19:15 亞捫人見亞蘭人~、他們也在
19:15 約押的兄弟亞比篩面前~進城
19:18 亞蘭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大

代下13:16 以色列人在猶大人面前~．
14:12 猶大人面前．古實人就~了。
尼 6:11 豈要~呢．像我這樣的人、豈
詩18:40 又使我的仇敵在我面前轉背~
21:12 你必使他們轉背~、向他們的
48: 5 這城、就驚奇喪膽、急忙~。
68: 1 叫那恨他的人、從他面前~。
68:12 統兵的君王~了、逃跑了．在
68:12 ~了．在家等候的婦女、分受
箴28: 1 惡人雖無人追趕也~、義人卻
賽10:29 人戰兢．掃羅的基比亞人~。
22: 3 你所有的官長一同~、都為弓
30:17 必令千人~．五人叱喝、你們
30:17 你們都必~．以致剩下的、好
耶 4:29 就都~、進入密林、爬上磐石
25:35 牧人無路~、群眾的頭目也無
39: 4 靠近王園兩城中間的門出城~
46: 5 急忙~、並不回頭．驚嚇四圍
46:21 一齊~、站立不住．因為他們
49: 8 要轉身~、住在深密處．因為
49:19 我要使以東人~、離開這地．
49:24 轉身~．戰兢將他捉住、痛苦
50:44 我要使他們~、離開這地．誰
52: 7 出城~、迦勒底人正在四圍攻
結17:21 凡~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
但10: 7 他們卻大大戰兢、~隱藏、
摩 2:16 必赤身~．這是耶和華說的。
鴻 2: 8 現在居民卻都~．雖有人呼喊
 3: 7 都必~離開你、說、尼尼微荒
亞14: 5 你們要從我山的谷中~、因為
14: 5 你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
太 8:33 放豬的就~進城、將這一切事
可 5:14 放豬的就~了、去告訴城裏和
16: 8 從墳墓那裏~．又發抖、又驚
路 8:34 放豬的看見這事就~了、去告
約10: 5 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
雅 4: 7 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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