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立 圣经(89次)

新约(18次)
福音书(5)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1)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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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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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8)
历史书(26)

预言书(1)

约书亚记(8)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7)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0) 出埃及记(3)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3)
旧约(71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7)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9)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6) 诗篇(3)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出 9:11 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不住、
20:18 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
20:21 于是百姓远远的~．摩西就挨
利26:37 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不住。
民11:16 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
申 7:24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得住、
 9: 2 谁能在亚衲族人面前~得住呢
11:25 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得住
书 1: 5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得住．
 4: 9 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的地方．
 5:13 对面~．约书亚到他那里、问
 7:12 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不住．
 7:13 掉、在仇敌面前、必~不住。
10: 8 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得住
21:44 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得住．
23: 9 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得住。
士 2:14 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得住
撒上17: 8 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

20:31 你和你的国位必~不住。现在
王上 8:11 甚至祭司不能~供职、因为耶

 8:14 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
10:19 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
10:20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

王下10: 4 二王在他面前尚且~不住、我
代上23:30 日早晚、~称谢赞美耶和华．
代下 5:14 甚至祭司不能~供职、因为耶

 6: 3 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
 7: 6 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
 9:18 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
 9:19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
29:26 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
35:10 利未人按着班次~、都是照王
拉 9:15 因此无人在你面前~得住。
斯 5: 1 对殿~．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
伯 8:15 房屋却~不住．他要抓住房屋
19:25 赎主活着、末了必~在地上．
29: 8 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
37:14 要~思想　神奇妙的作为。
39:24 地吞下．一听角声就不耐~。
41:10 样、谁能在我面前~得住呢。
诗 1: 5 恶人必~不住．罪人在义人的
38:11 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

89:43 刃、叫他在争战之中~不住。
箴 8: 2 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
25: 6 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
赛44:11 任他们~、都必惧怕、一同羞
46: 7 他就~、不离本位、人呼求他
50: 8 可以与我一同~．谁与我作对
耶44:15 与旁边~的众妇女聚集成群、
46: 4 骑上马、顶盔~、磨枪贯甲。
46:15 他们~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
46:21 ~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
49:19 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得住呢
50:44 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得住呢
结 8:11 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
13: 5 和华的日子、在阵上~得住。
44:24 他们应当~判断．要按我的典
但 7: 4 用两脚~、像人一样、又得了
 8: 4 兽在他面前都~不住、也没有
 8: 7 绵羊在他面前~不住、他将绵
11:15 南方的军兵必~不住、就是选
11:16 面前~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
11:25 却~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
12: 5 见另有两个人~、一个在河这
摩 2:15 拿弓的不能~、腿快的不能逃
 7: 2 雅各微弱、他怎能~得住呢。
 7: 5 雅各微弱、他怎能~得住呢。
哈 3: 6 他~、量了大地．〔或作使地
亚 3: 5 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
 3: 7 要使你在这些~的人中间来往
14:12 他们两脚~的时候、肉必消没
太12:25 城一家自相分争、必~不住。
可 3:24 国自相分争、那国就~不住。
 3:25 家自相分争、那家就~不住。
 3:26 争、他就~不住、必要灭亡。
路21:36 来的事、得以~在人子面前。
林前15: 1 们也领受了、又靠着~得住．

16:13 在真道上~得稳、要作大丈夫
林后 1:24 乐．因为你们凭信才~得住。
加 5: 1 所以要~得稳、不要再被奴仆
弗 6:13 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得住。
腓 1:27 ~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
 4: 1 弟兄、你们应当靠主~得稳。
西 4:12 完全、信心充足、能~得稳。

帖前 2:19 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得住么
 3: 8 你们若靠主~得稳、我们就活

帖后 2:15 你们要~得稳、凡所领受的教
彼前 5:12 你们务要在这恩上~得住。
启 5: 6 有羔羊~、像是被杀过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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