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 聖經(87次)

新約(25次)
福音書(18)
歷史書(2)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7)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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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tuì

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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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歷史書(1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6)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4) 申命記(1)
舊約(62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5)
詩歌智慧書(23) 約伯記(5) 詩篇(15)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0)

創 8: 3 水從地上漸~．過了一百五十
 8: 8 要看看水從地上~了沒有。
 8:11 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了。
 9:23 倒~著進去、給他父親蓋上、
19: 9 ~去吧．又說、這個人來寄居
42:24 約瑟轉身~去、哭了一場、又
出14:21 使海水一夜~去、水便分開、
35:20 以色列全會眾從摩西面前~去
民 8:25 到了五十歲要停工~任、不再
14:43 因你們~回不跟從耶和華、所
14:45 把他們殺~了、直到何珥瑪。
32:15 你們若~後不跟從他、他還要
申 1:44 在西珥殺~你們、直到何珥瑪
士 3:19 於是左右侍立的人都~去了。
20:39 以色列人臨~陣的時候、便雅

撒下 1:22 非流敵人的血不~縮．掃羅的
11:15 處、你們便~後、使他被殺。
18:30 你~去、站在旁邊。他就退去
18:30 旁邊。他就~去、站在旁邊。

王下 5:27 基哈西從以利沙面前~出去、
20: 9 十度呢、是要往後~十度呢。
20:10 容易．我要日影往後~十度。
20:11 前進的日影、往後~了十度。
伯 1:12 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去。
 2: 7 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去、
23: 8 那裏．往後~、也不能見他。
32: 6 因此我~讓、不敢向你們陳說
39:22 並不驚惶、也不因刀劍~回。
詩 6:10 他們必要~後、忽然羞愧。
 9: 3 我的仇敵轉身~去的時候、他
35: 4 願那謀害我的、~後羞愧。
40:14 些喜悅我受害的、~後受辱。
44:10 你使我們向敵人轉身~後．那
44:18 我們的心沒有~後、我們的腳
53: 3 他們各人都~後、一同變為污
56: 9 我的仇敵都要轉身~後．　神
70: 2 些喜悅我遭害的、~後受辱。
70: 3 阿哈、阿哈的、因羞愧~後。
78: 9 著弓、臨陣之日、轉身~後。
78:57 反倒~後、行詭詐、像他們的
78:66 他就打~了他的敵人、叫他們
80:18 我們便不~後離開你．求你救

129: 5 願恨惡錫安的、都蒙羞~後。
箴15: 1 使怒消~．言語暴戾、觸動怒
25: 7 覲見的王子面前、叫你~下。
25:26 義人在惡人面前~縮、好像逿
賽 1: 4 聖者、與他生疏、往後~步。
28: 6 並城門口打~仇敵者的力量。
38: 8 向前進的日影往後~十度．於
38: 8 果然在日晷上往後~了十度。
42:17 這等人要~後、全然蒙羞。
44:25 使智慧人~後、使他的知識變
50: 5 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後。
59:14 並且公平轉而~後、公義站在
60:20 你的月亮也不~縮．因為耶和
耶15: 6 轉身~後．因此我伸手攻擊你
38:22 陷入淤泥中．就轉身~後了。
46: 5 為何看見他們驚惶轉身~後呢
46:21 他們轉身~後、一齊逃跑、站
哀 1: 8 藐視他．他自己也歎息~後。
結30:18 日光必~去．至於這城、必有
亞14: 6 日、必沒有光．三光必~縮。
太 4:10 撒但~去吧。〔撒但就是抵擋
 4:12 翰下了監、就~到加利利去．
 8:15 熱就~了．他就起來服事耶穌
 9:24 ~去吧．這閨女不是死了、是
14:13 上船從那裏獨自~到野地裏去
15:21 裏、~到推羅西頓的境內去。
16:23 撒但~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
可 1:31 熱就~了、他就服事他們。
 3: 7 耶穌和門徒~到海邊去．有許
 8:33 ~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
路 4:39 熱就~了．他立刻起來服事他
 5:16 耶穌卻~到曠野去禱告。
 8:13 信、及至遇見試煉就~後了。
14: 9 就羞羞慚慚的~到末位上去了
約 4:52 他們說、昨日未時熱就~了。
 6:15 王、就獨自又~到山上去了。
 6:66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去的、不
18: 6 就是、他們就~後倒在地上。
徒19:12 病就~了、惡鬼也出去了。
26:31 ~到裏面、彼此談論說、這人

林後 3: 7 臉．這榮光原是漸漸~去的．
加 2:12 人、就~去與外邦人隔開了。

來10:38 他若~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
10:39 我們卻不是~後入沉淪的那等
11:34 顯出勇敢、打~外邦的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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