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立 聖經(89次)

新約(18次)
福音書(5)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1)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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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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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8)
歷史書(26)

預言書(1)

約書亞記(8)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7)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0) 出埃及記(3)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3)
舊約(71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7)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3)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9)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6) 詩篇(3)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出 9:11 行法術的在摩西面前~不住、
20:18 冒煙、就都發顫、遠遠的~．
20:21 於是百姓遠遠的~．摩西就挨
利26:37 你們在仇敵面前也必~不住。
民11:16 會幕前、使他們和你一同~。
申 7:24 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得住、
 9: 2 誰能在亞衲族人面前~得住呢
11:25 必無一人能在你們面前~得住
書 1: 5 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得住．
 4: 9 在抬約櫃的祭司腳~的地方．
 5:13 對面~．約書亞到他那裏、問
 7:12 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不住．
 7:13 掉、在仇敵面前、必~不住。
10: 8 他們無一人能在你面前~得住
21:44 沒有一人在他們面前~得住．
23: 9 沒有一人在你們面前~得住。
士 2:14 他們在仇敵面前再不能~得住
撒上17: 8 歌利亞對著以色列的軍隊~、

20:31 你和你的國位必~不住。現在
王上 8:11 甚至祭司不能~供職、因為耶

 8:14 眾祝福．以色列會眾就都~。
10:19 手．靠近扶手有兩個獅子~。
10:20 六層臺階上有十二個獅子~、

王下10: 4 二王在他面前尚且~不住、我
代上23:30 日早晚、~稱謝讚美耶和華．
代下 5:14 甚至祭司不能~供職、因為耶

 6: 3 眾祝福．以色列會眾就都~。
 7: 6 人面前吹號．以色列人都~。
 9:18 手、靠近扶手有兩個獅子~．
 9:19 六層臺階上有十二個獅子~、
29:26 的樂器、祭司拿號、一同~。
35:10 利未人按著班次~、都是照王
拉 9:15 因此無人在你面前~得住。
斯 5: 1 對殿~．王在殿裏坐在寶座上
伯 8:15 房屋卻~不住．他要抓住房屋
19:25 贖主活著、末了必~在地上．
29: 8 我而迴避、老年人也起身~．
37:14 要~思想　神奇妙的作為。
39:24 地吞下．一聽角聲就不耐~。
41:10 樣、誰能在我面前~得住呢。
詩 1: 5 惡人必~不住．罪人在義人的
38:11 我的親戚本家、也遠遠的~。

89:43 刃、叫他在爭戰之中~不住。
箴 8: 2 高處的頂上、在十字路口~．
25: 6 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
賽44:11 任他們~、都必懼怕、一同羞
46: 7 他就~、不離本位、人呼求他
50: 8 可以與我一同~．誰與我作對
耶44:15 與旁邊~的眾婦女聚集成群、
46: 4 騎上馬、頂盔~、磨槍貫甲。
46:15 他們~不住、因為耶和華驅逐
46:21 ~不住．因為他們遭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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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8:11 有以色列家的七十個長老~、
13: 5 和華的日子、在陣上~得住。
44:24 他們應當~判斷．要按我的典
但 7: 4 用兩腳~、像人一樣、又得了
 8: 4 獸在他面前都~不住、也沒有
 8: 7 綿羊在他面前~不住、他將綿
11:15 南方的軍兵必~不住、就是選
11:16 面前~得住．他必站在那榮美
11:25 卻~不住、因為有人設計謀害
12: 5 見另有兩個人~、一個在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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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3: 5 服、耶和華的使者在旁邊~。
 3: 7 要使你在這些~的人中間來往
14:12 他們兩腳~的時候、肉必消沒
太12:25 城一家自相分爭、必~不住。
可 3:24 國自相分爭、那國就~不住。
 3:25 家自相分爭、那家就~不住。
 3:26 爭、他就~不住、必要滅亡。
路21:36 來的事、得以~在人子面前。
林前15: 1 們也領受了、又靠著~得住．

16:13 在真道上~得穩、要作大丈夫
林後 1:24 樂．因為你們憑信才~得住。
加 5: 1 所以要~得穩、不要再被奴僕
弗 6:13 且成就了一切、還能~得住。
腓 1:27 ~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
 4: 1 弟兄、你們應當靠主~得穩。
西 4:12 完全、信心充足、能~得穩。

帖前 2:19 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得住麼
 3: 8 你們若靠主~得穩、我們就活

帖後 2:15 你們要~得穩、凡所領受的教
彼前 5:12 你們務要在這恩上~得住。
啟 5: 6 有羔羊~、像是被殺過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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