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 圣经(96次)

新约(19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9)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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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4)
历史书(1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6)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2)
旧约(77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2)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5)
诗歌智慧书(31) 约伯记(0) 诗篇(29)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出15: 1 胜、将马和骑马的~在海中。
15:21 胜、将马和骑马的~在海中。
申32:37 们的神、他们所~靠的磐石、
33:29 你的仇敌必~降你、你必踏在
士 9:15 就要~在我的荫下．不然、愿
得 2:12 你来~靠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
撒上27: 2 ~奔迦特王玛俄的儿子亚吉去

29: 3 自从他~降我、直到今日、我
29: 6 自从你~奔我到如今、我未曾

撒下22: 3 我所~靠的．他是我的盾牌、
22:31 凡~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
22:45 外邦人要~降我、一听见我的

王上20:31 出去~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
王下 2:16 ~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

 7: 4 我们去~降亚兰人的军队．他
12: 9 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在柜里
18:31 出来~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
24:12 ~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
25:11 并已经~降巴比伦王的人、以

代上12: 8 有人到旷野的山寨~奔大卫、
12:19 有些玛拿西人来~奔大卫、他
12:20 以利户、洗勒太都来~奔他。

代下24:10 送来、~入柜中、直到捐完。
诗 2:12 凡~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5:11 凡~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
 7: 1 我~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
11: 1 我是~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
16: 1 求你保佑我、因为我~靠你。
17: 7 你是那用右手拯救~靠你的、
18: 2 我所~靠的．他是我的盾牌、
18:30 凡~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
18:44 必顺从我．外邦人要~降我。
25:20 我不至羞愧、因为我~靠你。
31: 1 我~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31:19 敬畏你~靠你的人、你为他们
34: 8 是美善．~靠他的人有福了。
34:22 凡~靠他的、必不至定罪。
36: 7 世人~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37:40 们救出来、因为他们~靠他。
57: 1 因为我的心~靠你．我要投靠
57: 1 我要~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
61: 4 我要~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密处

64:10 并要~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
66: 3 因你的大能仇敌要~降你。
71: 1 我~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81:15 恨耶和华的人必来~降、但他
91: 4 你要~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
94:22 我的　神作了我~靠的磐石。
118: 8 ~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
118: 9 ~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
141: 8 我~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
144: 2 是我所~靠的．他使我的百姓
箴14:32 推倒．义人临死、有所~靠。
30: 5 ~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
赛14:32 中的困苦人、必~奔在其中。
30: 2 的力量、并~在埃及的荫下．
30: 3 ~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
36:16 出来~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
45:14 必~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
54:15 倒。〔因你仆倒或作~降你〕
57:13 但那~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
耶37:13 说、你是~降迦勒底人哪。
37:14 我并不是~降迦勒底人．伊利
38:19 我怕那些~降迦勒底人的犹大
39: 9 和~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
50:15 他已经~降．外郭坍塌了、城
52:15 并已经~降巴比伦王的人、以
哀 5: 6 我们~降埃及人、和亚述人、
结17:18 已经~降、却又作这一切的事
何 7:11 他们求告埃及、~奔亚述。
 8: 9 他们~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
摩 4: 3 ~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
拿 2: 3 你将我~下深渊、就是海的深
弥 7:17 他们必战惧~降耶和华、也必
 7:19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于深海。
鸿 1: 7 并且认得那些~靠他的人。
番 3:12 他们必~靠我耶和华的名。
太 8:32 闯下山崖、~在海里淹死了。
21:21 此地、~在海里、也必成就。
可 5:13 ~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
11:23 你挪开此地~在海里．他若心
12:41 看众人怎样~钱入库．有好些
12:41 些财主、往里~了若干的钱。
12:42 往里~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

12:43 这穷寡妇~入库里的、比众人
12:43 库里的、比众人所~的更多．
12:44 拿出来~在里头．但这寡妇是
12:44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上了。
路 8:33 闯下山崖、~在湖里淹死了。
15:15 于是去~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21: 1 看、见财主把捐项~在库里。
21: 2 一个穷寡妇、~了两个小钱．
21: 3 穷寡妇、所~的比众人还多．
21: 4 拿出来~在捐项里．但这寡妇
21: 4 把他一切养生的都~上了。
徒18: 2 大利来．保罗就~奔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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