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來 聖經(161次)

新約(66次)
福音書(39)
歷史書(17)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10) 馬可福音(9) 路加福音(11) 約翰福音(9)
使徒行傳(17)
羅馬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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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 xià lái

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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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24)
歷史書(60)

預言書(2)

約書亞記(3) 士師記(10)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15)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20) 
歷代志上(0) 歷代志下(5)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8) 出埃及記(6) 利未記(2) 民數記(4) 申命記(4)
舊約(95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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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9)
詩歌智慧書(2) 約伯記(0) 詩篇(0)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1)

創 8:11 裏叼著一個新擰~的橄欖葉子
15:11 有鷙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
17:12 生~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21: 4 以撒生~第八日、亞伯拉罕照
28:12 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
43: 7 必須把你們的兄弟帶~呢。
43:20 我們頭次~實在是要糴糧。
44:23 們的小兄弟若不與你們一同~
出 3: 5 當把你腳上的鞋脫~、因為你
 3: 8 我~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
26:12 的幔子所餘那垂~的半幅幔子
32:24 可以摘~、他們就給了我、我
33: 5 現在你們要把身上的妝飾摘~
33: 9 雲柱降~、立在會幕的門前、
利 8:28 摩西從他們的手上拿~、燒在
 9:22 祭、燔祭、平安祭、就~了。
民11:12 豈是我生~的呢。你竟對我說
14:45 都~擊打他們、把他們殺退了
20:26 把亞倫的聖衣脫~、給他的兒
20:28 摩西把亞倫的聖衣脫~、給他
申 1:25 他們手裏拿著那地的果子~、
 9:21 灰塵撒在從山上流~的溪水中
22: 8 免得有人從房上掉~、流血的
30:12 誰替我們上天取~、使我們聽
書 5:15 把你腳上的鞋脫~、因為你所
 8:29 書亞吩咐人把屍首從樹上取~
10:27 人就把屍首從樹上取~、丟在
士 5:13 和百姓一同~．耶和華降臨、
 5:14 從以法蓮~的。便雅憫在民中
 5:14 有掌權的從瑪吉~．有持杖檢
 5:14 有持杖檢點民數的從西布倫~
 7:24 你們~攻擊米甸人、爭先把守
 9:36 有人從山頂上~了。西布勒說
 9:37 有人從高處~、又有一隊從米
15:12 我們~是要捆綁你、將你交在
15:14 他的綁繩都從他手上脫落~。
16: 3 一齊拆~、扛在肩上、扛到希
得 4: 8 自己買吧、於是將鞋脫~了。
撒上 6:15 金物的匣子拿~放在大磐石上

 6:21 你們~將約櫃接到你們那裏去
 7: 1 基列耶琳人就~、將耶和華的
 9:25 眾人從丘壇~進城、撒母耳和

10: 5 必遇見一班先知從丘壇~、前
14:26 見有蜜流~、卻沒有人敢用手
17:28 你~作甚麼呢．在曠野的那幾
17:28 惡意．你~、特為要看爭戰。
21: 6 從耶和華面前撤~的陳設餅。
23:11 照著你僕人所聽的話~不下來
23:11 照著你僕人所聽的話下來不~
23:11 僕人．耶和華說、掃羅必~。
23:20 請你隨你的心願~、我們必親
25:20 見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從對面~
31:12 兒子的屍身從伯珊城牆上取~

撒下14:26 所剪~的、按王的平稱一稱、
19:20 今日我首先~迎接我主我王。
19:31 基列人巴西萊從羅基琳~、要

王上 1:53 使亞多尼雅從壇上~、他就來
17:23 以利亞將孩子從樓上抱~、進

王下 1: 2 一日從樓上的欄杆裏掉~、就
 1: 9 他說、神人哪、王吩咐你~。
 1:10 願火從天上降~、燒滅你和你
 1:10 於是有火從天上降~、燒滅五
 1:11 神人哪、王吩咐你快快~。
 1:12 願火從天上降~、燒滅你和你
 1:12 於是　神的火從天上降~、燒
 1:14 已經有火從天上降~、燒滅前
 2:13 他拾起以利亞身上掉~的外衣
 2:14 他用以利亞身上掉~的外衣、
 4:35 然後他~、在屋裏來往走了一
 6: 9 過．因為亞蘭人從那裏~了。
 7:17 正如神人在王~見他的時候所
 9:33 把他扔~．他們就把他扔下來
 9:33 他們就把他扔~．他的血濺在
11:19 請王從耶和華殿~、由護衛兵
13:14 以色列王約阿施~看他、伏在
16:17 把盆從座上挪~、又將銅海從
16:17 又將銅海從馱海的銅牛上搬~
18:16 金子、都刮~、給了亞述王。

代下 7: 1 就有火從天上降~、燒盡燔祭
20:25 他們剝脫~的多得不可攜帶、
21:15 沉重、以致你的腸子墜落~。
21:19 腸子墜落~、病重而死。他的
23:20 請王從耶和華殿~、由上門進
尼 3:15 直到那從大衛城~的臺階。

箴30: 4 誰升天又降~．誰聚風在掌握
歌 4:15 的井、從利巴嫩流~的溪水。
賽 6: 6 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的．
34: 7 和公牛要一同~．他們的地喝
43:14 逃民、都坐自己喜樂的船~。
47: 1 ~坐在塵埃、迦勒底的閨女阿
耶21:13 誰能~攻擊我們、誰能進入我
22:24 起誓、也必將你從其上摘~。
28:10 將先知耶利米頸項上的軛取~
48:18 要從你榮耀的位上~、坐受乾
結 1:13 火在四活物中間上去~、這火
太 2: 2 那生~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
 3:10 子的樹、就砍~、丟在火裏。
 5:30 就砍~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
 7:19 子的樹、就砍~、丟在火裏。
15:27 吃他主人桌子上掉~的碎渣兒
18: 8 就砍~丟掉．你缺一隻手、或
24:17 上的、不要~拿家裏的東西．
27:40 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吧。
27:42 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我們
28: 2 從天上~、把石頭滾開、坐在
可 2: 4 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
 3:22 從耶路撒冷~的文士說、他是
 9:43 隻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
 9:45 隻腳叫你跌倒、就把他砍~．
11: 8 也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鋪
13:15 不要~、也不要進去拿家裏的
15:30 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吧。
15:32 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叫我
15:46 把耶穌取~、用細麻布裹好、
路 2: 1 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叫天
 3: 9 果子的樹、就砍~丟在火裏。
 5:36 並且所撕~的那塊新的、和舊
 9:54 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
10:31 從這條路~．看見他就從那邊
16:21 得財主桌子上掉~的零碎充饑
17:29 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把
17:31 不要~拿．人在田裏．也不要
19: 5 快~、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
19: 6 他就急忙~、歡歡喜喜的接待
23:53 就取~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
約 1:33 你看見聖靈降~、住在誰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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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神的使者上去~在人子身上
 6:33 是那從天上降~賜生命給世界
 6: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不是要按
 6:41 我是從天上降~的糧、就私下
 6:42 麼說、我是從天上降~的呢。
 6:50 這是從天上降~的糧、叫人吃
 6:51 我是從天上降~生命的糧．人
 6:58 這就是從天上降~的糧．吃這
徒 2: 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好像一
 2:33 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
 7:20 摩西生~、俊美非凡、在他父
 7:33 把你腳上的鞋脫~．因為你所
 7:34 我~要救他們、你來、我要差
 9:18 好像有鱗立刻掉~、他就能看
12: 7 那鐵鍊就從他手上脫落~。
13:29 就把他從木頭上取~、放在墳
15: 1 從猶太~、教訓弟兄們說、你
19: 2 有、也未曾聽見有聖靈賜~。
19:35 和從丟斯那裏落~的像呢。
21:10 知、名叫亞迦布、從猶太~。
22:30 將保羅帶~、叫他站在他們面
24: 1 土羅、~、向巡撫控告保羅．
24:22 且等千夫長呂西亞~、我要審
25: 7 那些從耶路撒冷~的猶太人、
27:14 狂風從島上撲~、那風名叫友
羅 9:11 雙子還沒有生~、善惡還沒有
11: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你這野
11:19 那枝子被折~、是特為叫我接
11:20 所以被折~．你因為信、所以
11:22 慈裏．不然、你也要被砍~。
11:24 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砍~的
來11:23 摩西生~、他的父母見他是個
雅 1:17 從眾光之父那裏降~的．在他
啟 3:12 我　神那裏降~的新耶路撒冷
 8:10 好像火把從天上落~、落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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