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 圣经(87次)

新约(25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2)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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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tuì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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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历史书(10)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6)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4) 申命记(1)
旧约(62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5)
诗歌智慧书(23) 约伯记(5) 诗篇(15)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0)

创 8: 3 水从地上渐~．过了一百五十
 8: 8 要看看水从地上~了没有。
 8:11 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了。
 9:23 倒~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
19: 9 ~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
42:24 约瑟转身~去、哭了一场、又
出14:21 使海水一夜~去、水便分开、
35:20 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去
民 8:25 到了五十岁要停工~任、不再
14:43 因你们~回不跟从耶和华、所
14:45 把他们杀~了、直到何珥玛。
32:15 你们若~后不跟从他、他还要
申 1:44 在西珥杀~你们、直到何珥玛
士 3:19 于是左右侍立的人都~去了。
20:39 以色列人临~阵的时候、便雅

撒下 1:22 非流敌人的血不~缩．扫罗的
11:15 处、你们便~后、使他被杀。
18:30 你~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
18:30 旁边。他就~去、站在旁边。

王下 5:27 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出去、
20: 9 十度呢、是要往后~十度呢。
20:10 容易．我要日影往后~十度。
20:11 前进的日影、往后~了十度。
伯 1:12 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去。
 2: 7 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去、
23: 8 那里．往后~、也不能见他。
32: 6 因此我~让、不敢向你们陈说
39:22 并不惊惶、也不因刀剑~回。
诗 6:10 他们必要~后、忽然羞愧。
 9: 3 我的仇敌转身~去的时候、他
35: 4 愿那谋害我的、~后羞愧。
40:14 些喜悦我受害的、~后受辱。
44:10 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后．那
44:18 我们的心没有~后、我们的脚
53: 3 他们各人都~后、一同变为污
56: 9 我的仇敌都要转身~后．　神
70: 2 些喜悦我遭害的、~后受辱。
70: 3 阿哈、阿哈的、因羞愧~后。
78: 9 着弓、临阵之日、转身~后。
78:57 反倒~后、行诡诈、像他们的
78:66 他就打~了他的敌人、叫他们
80:18 我们便不~后离开你．求你救

129: 5 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后。
箴15: 1 使怒消~．言语暴戾、触动怒
25: 7 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下。
25:26 义人在恶人面前~缩、好像逿
赛 1: 4 圣者、与他生疏、往后~步。
28: 6 并城门口打~仇敌者的力量。
38: 8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十度．于
38: 8 果然在日晷上往后~了十度。
42:17 这等人要~后、全然蒙羞。
44:25 使智慧人~后、使他的知识变
50: 5 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后。
59:14 并且公平转而~后、公义站在
60:20 你的月亮也不~缩．因为耶和
耶15: 6 转身~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
38:22 陷入淤泥中．就转身~后了。
46: 5 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后呢
46:21 他们转身~后、一齐逃跑、站
哀 1: 8 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后。
结30:18 日光必~去．至于这城、必有
亚14: 6 日、必没有光．三光必~缩。
太 4:10 撒但~去吧。〔撒但就是抵挡
 4:12 翰下了监、就~到加利利去．
 8:15 热就~了．他就起来服事耶稣
 9:24 ~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
14:13 上船从那里独自~到野地里去
15:21 里、~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16:23 撒但~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
可 1:31 热就~了、他就服事他们。
 3: 7 耶稣和门徒~到海边去．有许
 8:33 ~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
路 4:39 热就~了．他立刻起来服事他
 5:16 耶稣却~到旷野去祷告。
 8:13 信、及至遇见试炼就~后了。
14: 9 就羞羞惭惭的~到末位上去了
约 4:52 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了。
 6:15 王、就独自又~到山上去了。
 6:66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去的、不
18: 6 就是、他们就~后倒在地上。
徒19:12 病就~了、恶鬼也出去了。
26:31 ~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

林后 3: 7 脸．这荣光原是渐渐~去的．
加 2:12 人、就~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来10:38 他若~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10:39 我们却不是~后入沉沦的那等
11:34 显出勇敢、打~外邦的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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