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去 圣经(104次)

新约(29次)
福音书(16)
历史书(9)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9)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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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xià qù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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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21)
历史书(41)

预言书(3)

约书亚记(2) 士师记(9)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8)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6)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1) 出埃及记(5)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2)
旧约(75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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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0) 诗篇(3)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1: 7 我们~、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
18:21 我现在要~、察看他们所行的
38: 1 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到一
42: 2 你们可以~从那里为我们籴些
42:38 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
43: 4 们同去、我们就~给你籴粮。
43: 5 我们就不~、因为那人对我们
43: 8 我们就起身~、好叫我们和你
43:11 具里、带~送给那人作礼物。
44:26 我们不能~、我们的小兄弟若
44:26 我们就可以~、因为小兄弟若
出 4: 3 他一丢~、就变作蛇、摩西便
14:17 他们就跟着~、我要在法老和
19:21 你~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
19:24 ~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
32: 7 ~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
民16:30 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
16:32 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
16:34 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
申 9:12 赶快~、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
 9:17 我就把那两块版从我手中扔~
书 2:15 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缒~
 2:18 红线绳系在缒我们~的窗户上
士 1: 9 后来犹大人~、与住山地南地
 3:28 于是他们跟着他~、把守约但
 7:10 倘若你怕~、就带你的仆人普
 7:11 然后你就有胆量~攻营．于是
14: 7 参孙~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
14: 8 再~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
14:10 他父亲~见女子．参孙在那里
15: 8 他便~住在以坦盘的穴内。
16:31 都~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

撒上14:36 我们不如夜里~追赶非利士人
14:37 我~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
15: 6 你们离开亚玛力人~吧、恐怕
19:12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缒~
20:19 就要速速~、到你从前遇事所
23: 8 要~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
26: 6 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
30:16 那人领大卫~、见他们散在地

撒下19:16 忙与犹大人一同~迎接大卫王
19:24 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迎接王

21:15 大卫带领仆人~、与非利士人
23:21 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从埃及

王上 1:25 他今日~、宰了许多牛羊、肥
 1:38 都~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
18:44 当套车~、免得被雨阻挡。
21:16 就起来~、要得耶斯列人拿伯
21:18 他~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
22: 2 年犹大王约沙法~见以色列王

王下 1:15 你同着他~、不要怕他．以利
 1:15 利亚就起来、同着他~见王。
 3:12 沙法、并以东王、都~见他。
 5:14 于是乃缦~、照着神人的话．
 9:16 犹大王亚哈谢已经~看望他。
10:13 现在~、要问王、和太后的众

代上 7:21 这二人因为~夺取迦特人的牲
11:23 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从埃及

代下20:16 明日你们要~迎敌．他们是从
25:12 从那里把他们扔~、以致他们
尼 6: 3 不能~．焉能停工、下去见你
 6: 3 去．焉能停工、~见你们呢。
诗49:17 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
63: 9 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
102:10 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
耶38: 6 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牢
48:15 ~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
50:27 使他们~遭遇杀戮．他们有祸
51:25 将你从山岩滚~、使你成为烧
51:64 必如此沉~、不再兴起．人民
结27:34 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了。
31:16 与下坑的人一同~．那时、列
32:19 你~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
32:21 杀的人、已经~、躺卧不动。
32:30 都与被杀的人~．他们虽然仗
太 4: 6 可以跳~．因为经上记着说、
10:14 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
14:29 彼得就从船上~、在水面上走
14:30 将要沉~、便喊着说、主阿、
23:24 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
可 6:11 就把脚上的尘土跺~、对他们
路 2:51 他就同他们~、回到拿撒勒．
 4: 9 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
 4:29 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

 5: 7 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
 9: 5 要把脚上的尘土跺~、见证他
约 4:47 求他~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
 4:49 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
 4:51 正~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
 5: 4 水动之后谁先~无论害什么病
 5: 7 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
徒 9:25 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缒~。
10:20 ~、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
10:21 于是彼得~见那些人、说、我
20: 9 就从三层楼上掉~．扶起他来
20:10 保罗~、伏在他身上、抱着他
21:32 跑~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
23:10 就吩咐兵丁~、把他从众人当
23:27 马人、就带兵丁~救他出来。
25: 5 与我一同~、那人若有什么不

林后11:33 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缒~、
启12: 9 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
12:10 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了。
18:21 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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