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赶 圣经(130次)

新约(1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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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赶 zhuī g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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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22)
历史书(73)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0) 士师记(1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5) 撒母耳记下(18)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4) 
历代志上(0)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3) 出埃及记(5) 利未记(8) 民数记(0) 申命记(6)
旧约(129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6)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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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12) 约伯记(2) 诗篇(8)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31:23 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
35: 5 惊惧、就不~雅各的众子了。
37:17 约瑟就去~他哥哥们、遇见他
出14: 4 他要~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
14: 8 他就~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
14: 9 埃及人~他们．法老一切的马
14:23 埃及人~他们、法老一切的马
15: 9 我要~、我要追上、我要分掳
利26: 7 你们要~仇敌、他们必倒在你
26: 8 你们五个人要~一百人、一百
26: 8 一百人要~一万人．仇敌必倒
26:17 们．无人~、你们却要逃跑。
26:33 我也要拔刀~你们．你们的地
26:36 要~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
26:36 避刀剑、无人~、却要跌倒。
26:37 无人~、他们要彼此撞跌、像
申 1:44 ~你们如蜂拥一般、在西珥杀
11: 4 他们~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
19: 6 心中火热~他、因路远就追上
28:22 你．这都要~你直到你灭亡。
30: 1 耶和华你　神~你到的万国中
32:30 一人焉能~他们千人、二人焉
书 2: 5 你们快快地去~、就必追上。
 2: 7 就往约但河的渡口~他们去了
 2: 7 ~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
 2:16 恐怕~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
 2:16 等~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
 2:22 等着~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
 2:22 ~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
 7: 5 从城门前~他们、直到示巴琳
 8: 6 他们必出来~我们、直到我们
 8:16 ~他们．艾城人追赶的时候、
 8:16 艾城人~的时候、就被引诱离
 8:17 没有一人不出来~以色列人的
 8:17 敞开的城门、去~以色列人。
 8:20 姓、便转身攻击~他们的人。
 8:24 和旷野杀尽所~一切艾城的居
10:10 ~他们在伯和仑的上坡路、击
10:19 要~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尽
11: 8 ~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
23:10 你们一人必~千人、因耶和华
24: 6 辆马兵、~你们列祖到红海．

士 1: 6 他们~、拿住他、砍断他手脚
 4:16 巴拉~车辆、军队、直到外邦
 4:22 巴拉~西西拉的时候、雅亿出
 7:23 和玛拿西全地聚集来~米甸人
 7:25 又~米甸人、将俄立和西伊伯
 8: 4 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
 8: 5 我们~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
 8:12 基甸~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
 9:40 亚比米勒~迦勒．迦勒在他面
18:22 迦的近邻都聚集来、~但人、
20:43 ~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处、对

撒上 7:11 ~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
14:36 我们不如夜里下去~非利士人
14:37 我下去~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
14:46 扫罗回去不~非利士人．非利
17:35 我就~他、击打他、将羊羔从
17:52 ~非利士人、直到迦特〔或作
17:53 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回来、就
23:25 见、便在玛云的旷野~大卫。
23:28 于是扫罗不~大卫、回去攻打
24: 1 扫罗~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
24:14 ~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
24:14 不过~一条死狗、一个虼蚤就
26:18 什么恶事．我主竟~仆人呢。
30: 8 我~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
30:10 往前~．有二百人疲乏、不能

撒下 2:19 亚撒黑~押尼珥、直追赶他不
 2:19 赶押尼珥、直~他不偏左右。
 2:21 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他。
 2:22 你转开不~我吧、我何必杀你
 2:24 约押和亚比筛~押尼珥、日落
 2:26 才叫百姓回去、不~弟兄呢。
 2:27 晨百姓就回去、不~弟兄了。
 2:28 众民就站住不再~以色列人、
 2:30 约押~押尼珥回来、聚集众民
 3:26 就打发人去~押尼珥、在西拉
17: 1 千人、今夜我就起身~大卫．
18:16 们就回来、不再~以色列人。
20: 6 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他、免
20: 7 出去、~比基利的儿子示巴。
20:10 弟亚比筛往前~比基利的儿子
20:13 押、去~比基利的儿子示巴。

22:38 我~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
24:13 被~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

王上13:14 去~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
20:20 以色列人~他们．亚兰王便哈

王下 5:21 于是基哈西~乃缦。乃缦看见
 5:21 乃缦看见有人~、就急忙下车
 9:27 耶户~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
25: 5 迦勒底的军队~王、在耶利哥

代下13:19 亚比雅~耶罗波安、攻取了他
14:13 亚撒和跟随他的军兵~他们、
尼 9:11 将~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
伯13:25 叶子么．要~枯干的碎稓么．
18:11 使他害怕、并且~他的脚跟。
诗 7: 1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我的人、
 7: 5 就任凭仇敌~我、直到追上．
18:37 我要~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
34:14 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
35: 3 挡住那~我的．求你对我的灵
35: 6 滑、有耶和华的使者~他们。
71:11 我们~他、捉拿他吧．因为没
83:15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他们、用
箴13:21 祸患~罪人．义人必得善报。
28: 1 恶人虽无人~也逃跑、义人却
赛13:14 人必像被~的鹿、像无人收聚
17:13 又被~、如同山上的风前糠、
30:16 所以~你们的、也必飞快。
41: 3 他~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
耶23:12 他们必被~、在这路中仆倒、
29:18 ~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
39: 5 迦勒底的军队~他们、在耶利
48: 2 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你。
52: 8 迦勒底的军队~西底家王、在
哀 1: 6 鹿、在~的人前、无力行走。
 3:43 ~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
 3:66 你要发怒~他们、从耶和华的
 4:18 仇敌~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
 4:19 ~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
 5: 5 ~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颈项上
结 5: 2 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
 5:12 原文作风〕并要拔刀~他们。
12:14 原文作风〕也要拔刀~他们。
35: 6 必~你．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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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 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你。
何12: 1 且~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
摩 1:11 因为他拿刀~兄弟、毫无怜悯
彼前 3:11 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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