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中 圣经(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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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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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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11)
历史书(33)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6)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2)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8)
旧约(98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15)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0)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4)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0)
诗歌智慧书(14) 约伯记(0) 诗篇(5) 箴言(3) 传道书(3) 雅歌(3)

创19:12 和这~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
34:25 来到~、把一切男丁都杀了。
民24:19 掌大权、他要除灭~的余民。
申 3: 7 和~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
13:12 和华你　神所赐你居住的各~
14:28 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
16: 5 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各~、
17: 8 你~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
26:12 使他们在你~可以吃得饱足。
28:55 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
28:57 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
书 6:21 又将~所有的、不拘男女、老
 8:20 ~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
 8:21 ~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
 8:24 回到艾城、用刀杀了~的人。
 8:27 惟独~的牲畜、和财物、以色
10:28 用刀击杀~的人、和王．将其
10:30 用刀击杀了~的一切人口、没
10:32 用刀击杀了~的一切人口．是
10:35 用刀击杀了~的人．那日约书
10:35 那日约书亚将~的一切人口、
10:37 用刀将~的人、与王、并那些
10:37 把~的一切人口、尽行杀灭。
10:39 用刀将这些~的人口尽行杀灭
11:11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的人口、
19:47 用刀击杀~的人、得了那城、
20: 4 杀人的要逃到这些~的一座城
士 1:25 他们就用刀击杀了~的居民、
 9:31 了示剑、煽惑~的民攻击你。
 9:51 ~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
19:22 ~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
20:40 当烟气如柱从~上腾的时候、

撒上 5:11 城、~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
撒下 8: 8 和比罗他~、夺取了许多的铜
王上 1:41 声就说、~为何有这响声呢。

14:11 死在~的、必被狗吃、死在田
16: 4 死在~的、必被狗吃、死在田
21:24 死在~的、必被狗吃、死在田

王下 6:20 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
10: 6 在教养他们那~的尊贵人家里
15:16 击杀~一切的人、剖开其中所
25:19 又从~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

代上18: 8 和均二~、夺取了许多的铜．
斯 4: 1 灰尘、在~行走、痛哭哀号．
诗48: 1 在我们　神的~、在他的圣山
48: 8 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就
48: 8 就是我们　神的~、所看见的
55: 9 因为我在~见了强暴争竞的事
122: 7 愿你~平安、愿你宫内兴旺。
箴 1:21 在城门口、在~发出言语．
 9: 3 出去、自己在~至高处呼叫、
 9:14 门口、坐在~高处的座位上、
传 7:19 人、比~十个官长更有能力。
 8:10 在~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
 9:15 ~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
歌 3: 2 游行~．在街市上、在宽阔处
 3: 3 ~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
 5: 7 ~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
赛24:12 ~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净尽。
32:13 又长在欢乐的~、和一切快乐
66: 6 有喧哗的声音出自~、有声音
耶20: 5 并且我要将这~的一切货财、
21: 4 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
33: 4 论到这~的房屋、和犹大王的
33: 6 使~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
37:21 直到~的饼用尽了．这样、耶
38: 9 饿而死．因为~再没有粮食。
41: 7 他们到了~、尼探雅的儿子以
49:27 我必在大马色~使火着起、烧
52:25 又从~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
哀 1:19 救性命的时候、就在~绝气。
 4:13 孽．他们在~流了义人的血。
结 7:15 在~的、必有饥荒、瘟疫、吞
 9: 4 那些因~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
 9: 7 吧．他们就出去、在~击杀。
11: 2 孽的人、在这~给人设恶谋。
11: 6 你们在这~杀人增多、使被杀
11: 7 你们杀在~的人、就是肉、这
11: 9 我必从这~带出你们去、交在
11:23 耶和华的荣耀从~上升、停在
17: 4 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
22:20 将你们聚集放在~、熔化你们
22:22 你们也必照样熔化在~、你们
24: 7 ~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

24: 8 这~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
29:12 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变为荒废
30: 7 埃及城在荒废的~、也变为荒
但 8: 2 书珊~．〔城或作宫〕我见异
何13:10 让他在你所有的~拯救你吧。
摩 3: 6 ~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
 3: 9 就看见~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
 4: 6 我使你们在一切~牙齿干净、
 7:17 你的妻子必在~作妓女、你的
哈 2: 8 并~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
 2:17 城、并~一切居民施行强暴。
亚 8: 5 ~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
14: 2 ~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
14: 2 下的民、仍在~、不致剪除。
启21:11 ~有　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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