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起 聖經(106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4)
歷史書(4)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4)
羅馬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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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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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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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歷史書(2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5)
舊約(96次)

以賽亞書(23)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10)
小先知書(14) 何西阿書(1) 約珥書(1) 阿摩司書(4)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3)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0)
詩歌智慧書(15) 約伯記(4) 詩篇(7)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1)

民10:35 求你~、願你的仇敵四散、願
申18:15 給你~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
18:18 給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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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你們、護衛你們
34:10 色列中再沒有~先知像摩西的
書 6:26 有~重修這耶利哥城的人、當
士 2:10 後來有別的世代~、不知道耶
 2:16 耶和華~士師、士師就拯救他
 2:18 耶和華為他們~士師、就與那
 3: 9 和華就為他們~一位拯救者救
 3:15 耶和華就為他們~一位拯救者
 5: 7 直到我底波拉~、等我興起作
 5: 7 興起、等我~作以色列的母。
 5:12 ~、興起、你當興起、興起、
 5:12 ~、你當興起、興起、唱歌．
 5:12 你當~、興起、唱歌．亞比挪
 5:12 ~、唱歌．亞比挪菴的兒子巴
10: 1 普瓦的兒子陀拉~、拯救以色
10: 3 在他以後有基列人睚珥~、作

撒下12:11 我必從你家中~禍患攻擊你．
18:31 華今日向一切~攻擊你的人給
18:32 和一切~要殺害你的人、都與

王上11:14 耶和華使以東人哈達~、作所
11:23 神又使以利亞大的兒子利遜~

王下23:25 以後、也沒有~一個王像他。
代下21: 4 約蘭~坐他父的位、奮勇自強
伯17: 8 的人、要~攻擊不敬虔之輩。
20:27 明他的罪孽、地要~攻擊他。
24:22 人．那性命難保的人仍然~。
31:14 　神~、我怎樣行呢．他察問
詩 7: 6 求你為我~．你已經命定施行
27: 3 雖然~刀兵攻擊我、我必仍舊
44:23 求你~、不要永遠丟棄我們。
59: 4 擊我．求你~鑒察、幫助我。
59: 5 求你~、懲治萬邦．不要憐憫
68: 1 願　神~、使他的仇敵四散、
132: 8 求你~、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
箴24:16 仍必~．惡人卻被禍患傾倒。
28:12 有大榮耀．惡人~人就躲藏。
28:28 惡人~、人就躲藏．惡人敗亡
歌 4:16 ~．南風阿、吹來．吹在我的

賽 2:19 耶和華~使地大震動的時候、
 2:21 到耶和華~使地大震動的時候
10:26 萬軍之耶和華要~鞭來攻擊他
14:22 我必~攻擊他們、將巴比倫的
26:19 要~。睡在塵埃的阿、要醒起
28:21 耶和華必~、像在毗拉心山、
30:18 必然~、好憐憫你們．因為耶
31: 2 卻要~攻擊那作惡之家、又攻
33: 3 民奔逃．你一~、列國四散。
33:10 來．我要~．我要勃然而興。
41: 2 誰從東方~一人、憑公義召他
41:25 我從北方~一人、他是求告我
44:26 建造．其中的荒場我也必~。
45:13 我憑公義~古列、〔古列原文
51: 9 ~、興起、以能力為衣穿上、
51: 9 ~、以能力為衣穿上、像古時
51: 9 上古的世代~一樣。從前砍碎
51:17 ~、興起、站起來．你從耶和
51:17 ~、站起來．你從耶和華手中
52: 1 ~、興起、披上你的能力．聖
52: 1 ~、披上你的能力．聖城耶路
54:17 凡在審判時~用舌攻擊你的、
60: 1 ~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
耶23: 5 我要給大衛~一個公義的苗裔
29:15 耶和華在巴比倫為我們~先知
30: 9 和我為你們所要~的王大衛。
51:64 不再~．人民也必困乏。耶利
結 7: 6 了、向你~．看哪、來到了。
 7:11 強暴~、成了罰惡的杖．以色
34:29 我必給他們~有名的植物．他
但 7:17 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
 7:24 就是從這國中必~的十王、後
 7:24 後來又~一王、與先前的不同
 8:23 必有一王~、面貌凶惡、能用
11: 2 波斯還有三王~、第四王必富
11: 3 必有一個勇敢的王~、執掌大
11: 4 他~的時候、他的國必破裂、
11:14 並且你本國的強暴人必~、要
11:20 那時必有一人~接續他為王、
11:21 必有一個卑鄙的人~接續為王
何 6: 2 第三天他必使我們~、我們就
珥 3:12 萬民都當~、上到約沙法谷．

摩 2:11 我從你們子弟中~先知、又從
 2:11 又從你們少年人中~拿細耳人
 6:14 我必~一國攻擊你們．他們必
 7: 9 我必~、用刀攻擊耶羅波安的
彌 2: 8 然而近來我的民~如仇敵、從
鴻 1: 9 你們滅絕淨盡．災難不再~．
哈 1: 6 我必~迦勒底人、就是那殘忍
 2: 7 擾害你的豈不~、你就作他們
番 3: 8 直到我~擄掠的日子、因為我
亞 2:13 因為他~、從聖所出來了。
11:16 因我要在這地~一個牧人．他
13: 7 應當~、攻擊我的牧人、和我
太 3: 9 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子孫來
路 1:69 家中、為我們~了拯救的角、
 2:34 許多人~．又要作毀謗的話柄
 3: 8 頭中、給亞伯拉罕~子孫來。
徒 3:22 給你們~一位先知像我、凡他
 3:26 　神既~他的僕人、〔或作兒
 7:18 直到有不曉得約瑟的新王~．
 7:37 給你們~一位先知像我的、』
來 7:11 又何用另外~一位祭司、照麥
 7:15 另外~一位祭司來、我的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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