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来 圣经(161次)

新约(66次)
福音书(39)
历史书(17)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10) 马可福音(9) 路加福音(11) 约翰福音(9)
使徒行传(17)
罗马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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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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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24)
历史书(60)

预言书(2)

约书亚记(3) 士师记(10)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15)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20) 
历代志上(0) 历代志下(5)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8) 出埃及记(6) 利未记(2) 民数记(4) 申命记(4)
旧约(95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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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9)
诗歌智慧书(2)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1)

创 8:11 里叼着一个新拧~的橄榄叶子
15:11 有鸷鸟~落在那死畜的肉上、
17:12 生~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21: 4 以撒生~第八日、亚伯拉罕照
28:12 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
43: 7 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呢。
43:20 我们头次~实在是要籴粮。
44:23 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
出 3: 5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因为你
 3: 8 我~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
26:12 的幔子所余那垂~的半幅幔子
32:24 可以摘~、他们就给了我、我
33: 5 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妆饰摘~
33: 9 云柱降~、立在会幕的门前、
利 8:28 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烧在
 9:22 祭、燔祭、平安祭、就~了。
民11:12 岂是我生~的呢。你竟对我说
14:45 都~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
20:26 把亚伦的圣衣脱~、给他的儿
20:28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给他
申 1:25 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
 9:21 灰尘撒在从山上流~的溪水中
22: 8 免得有人从房上掉~、流血的
30:12 谁替我们上天取~、使我们听
书 5:15 把你脚上的鞋脱~、因为你所
 8:29 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
10:27 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丢在
士 5:13 和百姓一同~．耶和华降临、
 5:14 从以法莲~的。便雅悯在民中
 5:14 有掌权的从玛吉~．有持杖检
 5:14 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
 7:24 你们~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
 9:36 有人从山顶上~了。西布勒说
 9:37 有人从高处~、又有一队从米
15:12 我们~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
15:14 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
16: 3 一齐拆~、扛在肩上、扛到希
得 4: 8 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了。
撒上 6:15 金物的匣子拿~放在大磐石上

 6:21 你们~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
 7: 1 基列耶琳人就~、将耶和华的
 9:25 众人从丘坛~进城、撒母耳和

10: 5 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前
14:26 见有蜜流~、却没有人敢用手
17:28 你~作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
17:28 恶意．你~、特为要看争战。
21: 6 从耶和华面前撤~的陈设饼。
23:11 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不下来
23:11 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
23:11 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
23:20 请你随你的心愿~、我们必亲
25:20 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
31:12 儿子的尸身从伯珊城墙上取~

撒下14:26 所剪~的、按王的平称一称、
19:20 今日我首先~迎接我主我王。
19:31 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琳~、要

王上 1:53 使亚多尼雅从坛上~、他就来
17:23 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进

王下 1: 2 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就
 1: 9 他说、神人哪、王吩咐你~。
 1:10 愿火从天上降~、烧灭你和你
 1:10 于是有火从天上降~、烧灭五
 1:11 神人哪、王吩咐你快快~。
 1:12 愿火从天上降~、烧灭你和你
 1:12 于是　神的火从天上降~、烧
 1:14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烧灭前
 2:13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的外衣
 2:14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的外衣、
 4:35 然后他~、在屋里来往走了一
 6: 9 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了。
 7:17 正如神人在王~见他的时候所
 9:33 把他扔~．他们就把他扔下来
 9:33 他们就把他扔~．他的血溅在
11:19 请王从耶和华殿~、由护卫兵
13:14 以色列王约阿施~看他、伏在
16:17 把盆从座上挪~、又将铜海从
16:17 又将铜海从驮海的铜牛上搬~
18:16 金子、都刮~、给了亚述王。

代下 7: 1 就有火从天上降~、烧尽燔祭
20:25 他们剥脱~的多得不可携带、
21:15 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
21:19 肠子坠落~、病重而死。他的
23:20 请王从耶和华殿~、由上门进
尼 3:15 直到那从大卫城~的台阶。

箴30: 4 谁升天又降~．谁聚风在掌握
歌 4:15 的井、从利巴嫩流~的溪水。
赛 6: 6 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的．
34: 7 和公牛要一同~．他们的地喝
43:14 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
47: 1 ~坐在尘埃、迦勒底的闺女阿
耶21:13 谁能~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
22:24 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
28:10 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
48:18 要从你荣耀的位上~、坐受干
结 1:13 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这火
太 2: 2 那生~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
 3:10 子的树、就砍~、丢在火里。
 5:30 就砍~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
 7:19 子的树、就砍~、丢在火里。
15:27 吃他主人桌子上掉~的碎渣儿
18: 8 就砍~丢掉．你缺一只手、或
24:17 上的、不要~拿家里的东西．
27:40 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吧。
27:42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我们
28: 2 从天上~、把石头滚开、坐在
可 2: 4 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缒~
 3:22 从耶路撒冷~的文士说、他是
 9:43 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
 9:45 只脚叫你跌倒、就把他砍~．
11: 8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铺
13:15 不要~、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
15:30 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吧。
15:32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叫我
15:46 把耶稣取~、用细麻布裹好、
路 2: 1 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叫天
 3: 9 果子的树、就砍~丢在火里。
 5:36 并且所撕~的那块新的、和旧
 9:54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
10:31 从这条路~．看见他就从那边
16:21 得财主桌子上掉~的零碎充饥
17:29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把
17:31 不要~拿．人在田里．也不要
19: 5 快~、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19: 6 他就急忙~、欢欢喜喜的接待
23:53 就取~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
约 1:33 你看见圣灵降~、住在谁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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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神的使者上去~在人子身上
 6:33 是那从天上降~赐生命给世界
 6:38 因为我从天上降~、不是要按
 6:41 我是从天上降~的粮、就私下
 6:42 么说、我是从天上降~的呢。
 6:50 这是从天上降~的粮、叫人吃
 6:51 我是从天上降~生命的粮．人
 6:58 这就是从天上降~的粮．吃这
徒 2: 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好像一
 2:33 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
 7:20 摩西生~、俊美非凡、在他父
 7:33 把你脚上的鞋脱~．因为你所
 7:34 我~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
 9:18 好像有鳞立刻掉~、他就能看
12: 7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
13:29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放在坟
15: 1 从犹太~、教训弟兄们说、你
19: 2 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
19:35 和从丢斯那里落~的像呢。
21:10 知、名叫亚迦布、从犹太~。
22:30 将保罗带~、叫他站在他们面
24: 1 土罗、~、向巡抚控告保罗．
24:22 且等千夫长吕西亚~、我要审
25: 7 那些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27:14 狂风从岛上扑~、那风名叫友
罗 9:11 双子还没有生~、善恶还没有
11:17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你这野
11:19 那枝子被折~、是特为叫我接
11:20 所以被折~．你因为信、所以
11:22 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
11:24 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的
来11:23 摩西生~、他的父母见他是个
雅 1:17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的．在他
启 3:12 我　神那里降~的新耶路撒冷
 8:10 好像火把从天上落~、落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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