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 聖經(96次)

新約(19次)
福音書(18)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9)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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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tóu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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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4)
歷史書(1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6) 歷代
志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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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2)
舊約(77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2)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5)
詩歌智慧書(31) 約伯記(0) 詩篇(29)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出15: 1 勝、將馬和騎馬的~在海中。
15:21 勝、將馬和騎馬的~在海中。
申32:37 們的神、他們所~靠的磐石、
33:29 你的仇敵必~降你、你必踏在
士 9:15 就要~在我的蔭下．不然、願
得 2:12 你來~靠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
撒上27: 2 ~奔迦特王瑪俄的兒子亞吉去

29: 3 自從他~降我、直到今日、我
29: 6 自從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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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作他們的盾
22:45 外邦人要~降我、一聽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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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我們去~降亞蘭人的軍隊．他
12: 9 耶和華殿的一切銀子~在櫃裏
18:31 出來~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
24:12 ~降巴比倫王．巴比倫王便拿
25:11 並已經~降巴比倫王的人、以

代上12: 8 有人到曠野的山寨~奔大衛、
12:19 有些瑪拿西人來~奔大衛、他
12:20 以利戶、洗勒太都來~奔他。

代下24:10 送來、~入櫃中、直到捐完。
詩 2:12 凡~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5:11 凡~靠你的、願他們喜樂、時
 7: 1 我~靠你．求你救我脫離一切
11: 1 我是~靠耶和華．你們怎麼對
16: 1 求你保佑我、因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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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作他們的盾
18:44 必順從我．外邦人要~降我。
25:20 我不至羞愧、因為我~靠你。
31: 1 我~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31:19 敬畏你~靠你的人、你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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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在你翅膀的蔭下。
37:40 們救出來、因為他們~靠他。
57: 1 因為我的心~靠你．我要投靠
57: 1 我要~靠在你翅膀的蔭下、等
61: 4 我要~靠在你翅膀下的隱密處

64:10 並要~靠他．凡心裏正直的人
66: 3 因你的大能仇敵要~降你。
71: 1 我~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81:15 恨耶和華的人必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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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耶和華、強似倚賴人。
118: 9 ~靠耶和華、強似倚賴王子。
141: 8 我~靠你、求你不要將我撇得
144: 2 是我所~靠的．他使我的百姓
箴14:32 推倒．義人臨死、有所~靠。
30: 5 ~靠他的、他便作他們的盾牌
賽14:32 中的困苦人、必~奔在其中。
30: 2 的力量、並~在埃及的蔭下．
30: 3 ~在埃及的蔭下、要為你們的
36:16 出來~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
45:14 必~降你、也要屬你、他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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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是~降迦勒底人哪。
37:14 我並不是~降迦勒底人．伊利
38:19 我怕那些~降迦勒底人的猶大
39: 9 和~降他的逃民、以及其餘的
50:15 他已經~降．外郭坍塌了、城
52:15 並已經~降巴比倫王的人、以
哀 5: 6 我們~降埃及人、和亞述人、
結17:18 已經~降、卻又作這一切的事
何 7:11 他們求告埃及、~奔亞述。
 8: 9 他們~奔亞述、如同獨行的野
摩 4: 3 ~入哈門．這是耶和華說的。
拿 2: 3 你將我~下深淵、就是海的深
彌 7:17 他們必戰懼~降耶和華、也必
 7:19 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於深海。
鴻 1: 7 並且認得那些~靠他的人。
番 3:12 他們必~靠我耶和華的名。
太 8:32 闖下山崖、~在海裏淹死了。
21:21 此地、~在海裏、也必成就。
可 5:13 ~在海裏、淹死了．豬的數目
11:23 你挪開此地~在海裏．他若心
12:41 看眾人怎樣~錢入庫．有好些
12:41 些財主、往裏~了若干的錢。
12:42 往裏~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

12:43 這窮寡婦~入庫裏的、比眾人
12:43 庫裏的、比眾人所~的更多．
12:44 拿出來~在裏頭．但這寡婦是
12:44 把他一切養生的都~上了。
路 8:33 闖下山崖、~在湖裏淹死了。
15:15 於是去~靠那地方的一個人．
21: 1 看、見財主把捐項~在庫裏。
21: 2 一個窮寡婦、~了兩個小錢．
21: 3 窮寡婦、所~的比眾人還多．
21: 4 拿出來~在捐項裏．但這寡婦
21: 4 把他一切養生的都~上了。
徒18: 2 大利來．保羅就~奔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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