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 圣经(87次)

新约(21次)
福音书(13)
历史书(6)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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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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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12)
历史书(13)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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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4) 利未记(4)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66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1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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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5)
诗歌智慧书(13) 约伯记(2) 诗篇(7)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创 3: 8 耶和华　神在园中~。那人和
 3:14 你必用肚子~、终身吃土。
出 2: 5 他的使女们在河边~．他看见
13:21 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
14:19 在以色列营前~　神的使者、
14:25 难以~、以致埃及人说、我们
利11:27 用掌~的、是与你们不洁净．
11:42 凡用肚子~的、和用四足行走
11:42 和用四足~的、或是有许多足
26:12 我要在你们中间~．我要作你
民11: 8 百姓周围~、把吗哪收起来、
申23:14 耶和华你的　神常在你营中~
书 6:13 时常~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
14:10 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看哪
士 5: 4 由以东地~、那时地震天漏、
 5: 6 大道无人~、都是绕道而行。

撒下 6: 4 来的时候、亚希约在柜前~。
 7: 6 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
13:19 手抱头、一面~、一面哭喊。
16:13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
16:13 一面~、一面咒骂、又拿石头
尼 9:11 使他们在海中~干地、将追赶
12:31 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厂门~
斯 2:11 末底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要
 4: 1 灰尘、在城中~、痛哭哀号．
伯 9:11 他在我面前~、我倒不知觉。
38:16 源、或在深渊的隐密处~么。
诗68: 7 头出来、在旷野~。〔细拉〕
68:24 人已经看见你~、进入圣所。
84: 7 他们~、力上加力、各人到锡
89:15 阿、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
104:26 那里有船~．有你所造的鳄鱼
107: 7 又领他们~直路、使他们往可
136:16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旷野的
箴 2:13 舍弃正直的路、~黑暗的道、
 4:12 你~、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
 6:22 你~、他必引导你．你躺卧、
30:29 三样、连~威武的共有四样．
赛 2: 5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
 3:16 ~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
 9: 2 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
20: 2 赛亚就这样作、露身赤脚~。

20: 3 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三年
35: 8 必专为赎民~、行路的人虽愚
35: 9 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
40:31 奔跑却不困倦、~却不疲乏。
63: 1 大步~的是谁呢．就是我、是
63:13 如马~旷野、使他们不至绊跌
耶10: 5 不能~、必须有人抬着。你们
哀 1: 6 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
 4:18 以致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
结 1: 9 ~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
 1:12 们就往那里去、~并不转身。
 1:17 轮~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
 1:19 活物~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
 1:19 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活物
 1:21 那些~、这些也行走、那些站
 1:21 这些也~、那些站住、这些也
 1:24 活物~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
10:11 轮~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
10:11 向何方、~的时候并不掉转。
10:16 基路伯~、轮也在旁边行走、
10:16 轮也在旁边~、基路伯展开翅
何11: 3 我原教导以法莲~、用膀臂抱
14: 9 义人必在其中~、罪人却在其
番 1:17 使他们~如同瞎眼的、因为得
太 4:18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看见弟
 9: 5 你起来~．那一样容易呢。
11: 5 瘸子~、长大痲疯的洁净、聋
15:31 瘸子~、瞎子看见、他们就归
可 2: 9 拿你的褥子~．那一样容易呢
 8:24 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
11:27 耶稣在殿里~的时候、祭司长
路 5:23 你起来~、那一样容易呢。
 7:22 瘸子~、长大痲疯的洁净、聋
约 1:36 他见耶稣~、就说、看哪、这
10:23 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
12:35 应当趁着有光~、免得黑暗临
12:35 那在黑暗里~的、不知道往何
徒 3: 6 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
 3: 8 又~．同他们进了殿、走着、
 3: 9 百姓都看见他~、赞美　神．
 3:12 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呢。
14:10 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

27: 8 我们沿岸~、仅仅来到一个地
启 2: 1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说、
21:24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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