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中 聖經(99次)

新約(1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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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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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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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啟示錄(1)

律法書(11)
歷史書(33)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6)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4)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8)
舊約(98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15)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0)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4)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3)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0)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0) 詩篇(5) 箴言(3) 傳道書(3) 雅歌(3)

創19:12 和這~一切屬你的人、你都要
34:25 來到~、把一切男丁都殺了。
民24:19 掌大權、他要除滅~的餘民。
申 3: 7 和~的財物、都取為自己的掠
13:12 和華你　神所賜你居住的各~
14:28 都取出來、積存在你的~。
16: 5 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的各~、
17: 8 你~若起了爭訟的事、或因流
26:12 使他們在你~可以吃得飽足。
28:55 甚至在你受仇敵圍困窘迫的~
28:57 就要在你受仇敵圍困窘迫的~
書 6:21 又將~所有的、不拘男女、老
 8:20 ~煙氣沖天、他們就無力向左
 8:21 ~煙氣飛騰、就轉身回去、擊
 8:24 回到艾城、用刀殺了~的人。
 8:27 惟獨~的牲畜、和財物、以色
10:28 用刀擊殺~的人、和王．將其
10:30 用刀擊殺了~的一切人口、沒
10:32 用刀擊殺了~的一切人口．是
10:35 用刀擊殺了~的人．那日約書
10:35 那日約書亞將~的一切人口、
10:37 用刀將~的人、與王、並那些
10:37 把~的一切人口、盡行殺滅。
10:39 用刀將這些~的人口盡行殺滅
11:11 以色列人用刀擊殺~的人口、
19:47 用刀擊殺~的人、得了那城、
20: 4 殺人的要逃到這些~的一座城
士 1:25 他們就用刀擊殺了~的居民、
 9:31 了示劍、煽惑~的民攻擊你。
 9:51 ~有一座堅固的樓．城裏的眾
19:22 ~的匪徒圍住房子、連連叩門
20:40 當煙氣如柱從~上騰的時候、

撒上 5:11 城、~的人有因驚慌而死的。
撒下 8: 8 和比羅他~、奪取了許多的銅
王上 1:41 聲就說、~為何有這響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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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撒瑪利亞的~。
10: 6 在教養他們那~的尊貴人家裏
15:16 擊殺~一切的人、剖開其中所
25:19 又從~拿住一個管理兵丁的官

代上18: 8 和均二~、奪取了許多的銅．
斯 4: 1 灰塵、在~行走、痛哭哀號．
詩48: 1 在我們　神的~、在他的聖山
48: 8 我們在萬軍之耶和華的~、就
48: 8 就是我們　神的~、所看見的
55: 9 因為我在~見了強暴爭競的事
122: 7 願你~平安、願你宮內興旺。
箴 1:21 在城門口、在~發出言語．
 9: 3 出去、自己在~至高處呼叫、
 9:14 門口、坐在~高處的座位上、
傳 7:19 人、比~十個官長更有能力。
 8:10 在~被人忘記．這也是虛空。
 9:15 ~有一個貧窮的智慧人、他用
歌 3: 2 遊行~．在街市上、在寬闊處
 3: 3 ~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我問
 5: 7 ~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打了
賽24:12 ~只有荒涼、城門拆毀淨盡。
32:13 又長在歡樂的~、和一切快樂
66: 6 有喧嘩的聲音出自~、有聲音
耶20: 5 並且我要將這~的一切貨財、
21: 4 又要使這些都聚集在這~。
33: 4 論到這~的房屋、和猶大王的
33: 6 使~的人得醫治．又將豐盛的
37:21 直到~的餅用盡了．這樣、耶
38: 9 餓而死．因為~再沒有糧食。
41: 7 他們到了~、尼探雅的兒子以
49:27 我必在大馬色~使火著起、燒
52:25 又從~拿住一個管理兵丁的官
哀 1:19 救性命的時候、就在~絕氣。
 4:13 孽．他們在~流了義人的血。
結 7:15 在~的、必有饑荒、瘟疫、吞
 9: 4 那些因~所行可憎之事歎息哀
 9: 7 吧．他們就出去、在~擊殺。
11: 2 孽的人、在這~給人設惡謀。
11: 6 你們在這~殺人增多、使被殺
11: 7 你們殺在~的人、就是肉、這
11: 9 我必從這~帶出你們去、交在
11:23 耶和華的榮耀從~上升、停在
17: 4 叼到貿易之地、放在買賣~．
22:20 將你們聚集放在~、鎔化你們
22:22 你們也必照樣鎔化在~、你們
24: 7 ~所流的血、倒在淨光的磐石

24: 8 這~所流的血倒在淨光的磐石
29:12 使埃及城在荒廢的~變為荒廢
30: 7 埃及城在荒廢的~、也變為荒
但 8: 2 書珊~．〔城或作宮〕我見異
何13:10 讓他在你所有的~拯救你吧。
摩 3: 6 ~若吹角、百姓豈不驚恐呢。
 3: 9 就看見~有何等大的擾亂與欺
 4: 6 我使你們在一切~牙齒乾淨、
 7:17 你的妻子必在~作妓女、你的
哈 2: 8 並~一切居民施行強暴、所以
 2:17 城、並~一切居民施行強暴。
亞 8: 5 ~街上必滿有男孩女孩玩耍。
14: 2 ~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的民
14: 2 下的民、仍在~、不致剪除。
啟21:11 ~有　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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