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起 圣经(106次)

新约(10次)
福音书(4)
历史书(4)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4)
罗马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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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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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书(2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1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1)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5)
旧约(96次)

以赛亚书(23)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10)
小先知书(14) 何西阿书(1) 约珥书(1) 阿摩司书(4)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40)
诗歌智慧书(15) 约伯记(4) 诗篇(7)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1)

民10:35 求你~、愿你的仇敌四散、愿
申18:15 给你~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
18:18 给他们~一位先知像你、我要
25: 7 肯在以色列中~他哥哥的名字
32:38 他可以~帮助你们、护卫你们
34:10 色列中再没有~先知像摩西的
书 6:26 有~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
士 2:10 后来有别的世代~、不知道耶
 2:16 耶和华~士师、士师就拯救他
 2:18 耶和华为他们~士师、就与那
 3: 9 和华就为他们~一位拯救者救
 3:15 耶和华就为他们~一位拯救者
 5: 7 直到我底波拉~、等我兴起作
 5: 7 兴起、等我~作以色列的母。
 5:12 ~、兴起、你当兴起、兴起、
 5:12 ~、你当兴起、兴起、唱歌．
 5:12 你当~、兴起、唱歌．亚比挪
 5:12 ~、唱歌．亚比挪庵的儿子巴
10: 1 普瓦的儿子陀拉~、拯救以色
10: 3 在他以后有基列人睚珥~、作

撒下12:11 我必从你家中~祸患攻击你．
18:31 华今日向一切~攻击你的人给
18:32 和一切~要杀害你的人、都与

王上11:14 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作所
11:23 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

王下23:25 以后、也没有~一个王像他。
代下21: 4 约兰~坐他父的位、奋勇自强
伯17: 8 的人、要~攻击不敬虔之辈。
20:27 明他的罪孽、地要~攻击他。
24:22 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
31:14 　神~、我怎样行呢．他察问
诗 7: 6 求你为我~．你已经命定施行
27: 3 虽然~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
44:23 求你~、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59: 4 击我．求你~鉴察、帮助我。
59: 5 求你~、惩治万邦．不要怜悯
68: 1 愿　神~、使他的仇敌四散、
132: 8 求你~、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
箴24:16 仍必~．恶人却被祸患倾倒。
28:12 有大荣耀．恶人~人就躲藏。
28:28 恶人~、人就躲藏．恶人败亡
歌 4:16 ~．南风阿、吹来．吹在我的

赛 2:19 耶和华~使地大震动的时候、
 2:21 到耶和华~使地大震动的时候
10:26 万军之耶和华要~鞭来攻击他
14:22 我必~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
26:19 要~。睡在尘埃的阿、要醒起
28:21 耶和华必~、像在毗拉心山、
30:18 必然~、好怜悯你们．因为耶
31: 2 却要~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
33: 3 民奔逃．你一~、列国四散。
33:10 来．我要~．我要勃然而兴。
41: 2 谁从东方~一人、凭公义召他
41:25 我从北方~一人、他是求告我
44:26 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
45:13 我凭公义~古列、〔古列原文
51: 9 ~、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
51: 9 ~、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
51: 9 上古的世代~一样。从前砍碎
51:17 ~、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
51:17 ~、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
52: 1 ~、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
52: 1 ~、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
54:17 凡在审判时~用舌攻击你的、
60: 1 ~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23: 5 我要给大卫~一个公义的苗裔
29:15 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先知
30: 9 和我为你们所要~的王大卫。
51:64 不再~．人民也必困乏。耶利
结 7: 6 了、向你~．看哪、来到了。
 7:11 强暴~、成了罚恶的杖．以色
34:29 我必给他们~有名的植物．他
但 7:17 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
 7:24 就是从这国中必~的十王、后
 7:24 后来又~一王、与先前的不同
 8:23 必有一王~、面貌凶恶、能用
11: 2 波斯还有三王~、第四王必富
11: 3 必有一个勇敢的王~、执掌大
11: 4 他~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
11:14 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要
11:20 那时必有一人~接续他为王、
11:21 必有一个卑鄙的人~接续为王
何 6: 2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我们就
珥 3:12 万民都当~、上到约沙法谷．

摩 2:11 我从你们子弟中~先知、又从
 2:11 又从你们少年人中~拿细耳人
 6:14 我必~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
 7: 9 我必~、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
弥 2: 8 然而近来我的民~如仇敌、从
鸿 1: 9 你们灭绝净尽．灾难不再~．
哈 1: 6 我必~迦勒底人、就是那残忍
 2: 7 扰害你的岂不~、你就作他们
番 3: 8 直到我~掳掠的日子、因为我
亚 2:13 因为他~、从圣所出来了。
11:16 因我要在这地~一个牧人．他
13: 7 应当~、攻击我的牧人、和我
太 3: 9 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子孙来
路 1:69 家中、为我们~了拯救的角、
 2:34 许多人~．又要作毁谤的话柄
 3: 8 头中、给亚伯拉罕~子孙来。
徒 3:22 给你们~一位先知像我、凡他
 3:26 　神既~他的仆人、〔或作儿
 7:18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
 7:37 给你们~一位先知像我的、』
来 7:11 又何用另外~一位祭司、照麦
 7:15 另外~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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