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拔 聖經(92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6)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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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bá

普通書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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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示錄(0)

律法書(7)
歷史書(2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1) 民數記(3) 申命記(2)
舊約(82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1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1)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3)
詩歌智慧書(19) 約伯記(6) 詩篇(11)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出15: 9 我要~出刀來、親手殺滅他們
利26:33 我也要~刀追趕你們．你們的
民10:34 他們~營往前行日間有耶和華
22:23 手裏有~出來的刀、就從路上
22:31 手裏有~出來的刀．巴蘭便低
申28:63 要進去得的地上、必被~除。
29:28 將他們從本地~出來、扔在別
書 5:13 有一個人手裏有~出來的刀、
士 3:21 從右腿上~出劍來、刺入王的
 3:22 他沒有從王的肚腹~出來、且
 8:20 為是童子、害怕、不敢~刀。
 9:54 ~出你的刀來、殺了我吧．免
16:14 和緯線、一齊都~出來了。

撒上 2: 8 從糞堆中提~窮乏人、使他們
17:51 將他的刀從鞘中~出來、殺死
31: 4 你~出刀來、將我刺死、免得

撒下22:20 處．他救~我、因他喜悅我。
王上14:15 賜給他們列祖的美地上~出來

16: 2 我既從塵埃中提~你、立你作
王下19: 8 他早聽見亞述王~營離開拉吉

19:36 亞述王西拿基立就~營回去、
代上10: 4 你~出刀來、將我刺死、免得

21:16 手裏有~出來的刀、伸在耶路
代下 7:20 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出根來
拉 2: 2 米斯~、比革瓦伊、利宏、巴
 9: 3 ~了頭髮和鬍鬚、驚懼憂悶而
尼13:25 ~下他們的頭髮、叫他們指著
伯 8:18 他若從本地被~出、那地就不
18:14 他要從所倚靠的帳棚被~出來
19:10 亡．將我的指望如樹~出來．
31: 8 吃．我田所產的、被~出來。
31:12 毀滅、必~除我所有的家產。
36:15 救~困苦人、趁他們受欺壓、
詩 7: 1 追趕我的人、將我救~出來．
 9:13 你是從死門把我提~起來的．
18:19 處。他救~我、因他喜悅我。
30: 1 因為你曾提~我、不叫仇敵向
52: 5 從活人之地將你~出。〔細拉
55:21 油柔和、其實是~出來的刀。
71: 2 救~我、側耳聽我、拯救我。
113: 7 寒人、從糞堆中提~窮乏人．
136:24 他救~我們脫離敵人、因他的

144: 7 求你從上伸手救~我、救我出
144:11 求你救~我、救我脫離外邦人
箴 2:22 然剪除．奸詐的、必然~出。
傳 3: 2 時、~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賽33:20 橛子永不~出、繩索一根也不
37: 8 他早聽見亞述王~營離開拉吉
37:37 就~營回去、住在尼尼微。
50: 6 人~我腮頰的鬍鬚、我由他拔
50: 6 我由他~．人辱我吐我、我並
耶 1:10 為要施行~出、拆毀、毀壞、
12:14 我要將他們~出本地、又要將
12:14 要將猶大家從他們中間~出來
12:15 我~出他們以後、我必轉過來
12:17 我必~出那國、拔出而且毀滅
12:17 ~出而且毀滅．這是耶和華說
18: 7 說、要~出、拆毀、毀壞。
24: 6 拆毀、栽植他們、並不~出。
31:28 我先前怎樣留意將他們~出、
31:40 不再~出、不再傾覆、直到永
37: 5 就~營離開耶路撒冷去了。
37:11 ~營離開耶路撒冷的時候、
42:10 栽植你們並不~出．因我為降
45: 4 我所栽植的我必~出．在全地
結 5: 2 任風吹散．我也要~刀追趕。
 5:12 文作風〕並要~刀追趕他們。
12:14 文作風〕也要~刀追趕他們。
17: 9 鷹豈不~出他的根來、芟除他
17: 9 力和多民、就~出他的根來。
19:12 因忿怒被~出摔在地上、東風
21: 3 並要~刀出鞘、從你中間將義
21: 5 就知道我耶和華已經~刀出鞘
21:28 有~出來的刀、已經擦亮、為
28: 7 他們必~刀砍壞你用智慧得來
30:11 他們必~刀攻擊埃及、使遍地
但 7: 4 獸的翅膀被~去、獸從地上得
 7: 8 連根被他~出來．這角有眼、
11: 4 因為他的國必被~出、歸與他
摩 9:15 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出來
彌 5:14 我必從你中間~出木偶、又毀
番 2: 4 的民．以革倫也被~出根來。
太13:29 怕薅稗子、連麥子也~出來。
15:13 我天父栽種的、必要~出來。

26:51 伸手~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
可14:47 有一個~出刀來、將大祭司的
路17: 6 你要~起根來、栽在海裏、他
約18:10 就~出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
徒16:27 犯已經逃走、就~刀要自殺。
來 2:16 他並不救~天使、乃是救拔亞
 2:16 乃是救~亞伯拉罕的後裔。
猶 1:12 死而又死、連根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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