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掉 聖經(105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4)
歷史書(2)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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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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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17)
歷史書(2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4)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8)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1) 出埃及記(0) 利未記(2) 民數記(1) 申命記(13)
舊約(95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1) 但以理書(6)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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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34)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3) 詩篇(6)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創35: 2 你們要~你們中間的外邦神、
利 1:16 和髒物~、〔髒物或作翎毛〕
16:19 從壇上~以色列人諸般的污穢
民27: 4 就把他的名從他族中~呢．求
申10:16 所以你們要將心裏的污穢~。
13: 5 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
17: 7 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
17:12 樣、便將那惡從以色列中~。
19:13 要從以色列中~流無辜血的罪
19:19 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
21: 9 以從你們中間~流無辜血的罪
21:21 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
22:21 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
22:22 樣、就把那惡從以色列中~。
22:24 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
24: 7 樣、便將那惡從你們中間~。
30: 6 和你後裔心裏的污穢~、好叫
書 7:12 從你們中間~、我就不再與你
 7:13 你們若不~、在仇敵面前、必
24:14 河那邊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
24:23 你們現在要~你們中間的外邦
士 9:29 我就~亞比米勒．迦勒又對亞
10:16 以色列人就~他們中間的外邦
20:13 從以色列中~這惡．便雅憫人

撒上 7: 3 從你們中間~、專心歸向耶和
 7: 4 以色列人就~諸巴力、和亞斯
17:26 ~以色列人的恥辱、怎樣待他

撒下12:13 耶和華已經~你的罪．你必不
24:10 求你~僕人的罪孽．因我所行

王上15:12 又~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20:41 他急忙~蒙眼的頭巾．以色列

王下 3: 2 因為~他父所造巴力的柱像。
23:24 約西亞盡都~、成就了祭司希

代上21: 8 現在求你~僕人的罪孽．因我
代下14: 3 ~外邦神的壇、和丘壇、打碎

14: 5 又在猶大各城邑~丘壇、和日
15: 8 盡都~．又在耶和華殿的廊前
17: 6 並且從猶大~一切丘壇、和木
19: 3 因你從國中~木偶、立定心意
33:15 並~外邦人的神像、與耶和華
34: 3 ~丘壇、木偶、雕刻的像、和
34:33 將一切可憎之物盡都~、使以

拉 6:21 和一切~所染外邦人污穢歸附
斯 8: 3 求他~亞甲族哈曼害猶大人的
伯 7:21 ~我的罪孽。我現今要躺臥在
11:14 就當遠遠的~、也不容非義住
39: 3 屈身、將子生下、就~疼痛。
詩26: 9 不要把我的靈魂和罪人一同~
26: 9 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
28: 3 一同~．他們與鄰舍說和平話
119:22 求你~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視．
119:119你~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
119:119你除掉他好像~渣滓。因此我
箴 4:24 你要~邪僻的口、棄絕乖謬的
傳11:10 所以你當從心中~愁煩．從肉
賽 1:16 從我眼前~你們的惡行．要止
 3: 1 ~眾人所倚靠的、所仗賴的、
 3: 2 ~勇士、和戰士、審判官、和
 3:18 主必~他們華美的腳釧、髮網
 4: 1 你名下．求你~我們的羞恥。
 6: 7 你的罪孽便~、你的罪惡就赦
25: 8 又~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
27: 9 他的罪過得~的果效、全在乎
47:11 你也不能~．所不知道的毀滅
55: 7 不義的人當~自己的意念、歸
57:14 將絆腳石從我百姓的路中~。
58: 9 你若從你中間~重軛、和指摘
耶 4: 1 若從我眼前~你可憎的偶像、
 4: 4 將心裏的污穢~．恐怕我的忿
 5:10 只可~他的枝子．因為不屬耶
 6:29 是徒然．因為惡劣的還未~。
32:31 怒、使我將這城從我面前~。
結11:18 也必從其中~一切可憎可厭的
11:19 又從他們肉體中~石心、賜給
16:50 憎的事、我看見便將他們~。
21:26 當~冠、摘下冕、景況必不再
22:15 我也必從你中間~你的污穢。
24: 6 其中的銹未曾~．須要將肉塊
24:12 所長的大銹仍未~．這銹就是
24:12 掉．這銹就是用火也不能~。
24:25 我~他們所倚靠、所歡喜的榮
36:26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石心、賜
45: 9 要~強暴和搶奪的事、施行公
但 4:27 以憐憫窮人~罪孽、或者你的

 8:11 ~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君的
 8:13 這~常獻的燔祭、和施行毀壞
11:18 ~他令人受的羞辱、並且使這
11:31 ~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
12:11 從~常獻的燔祭、並設立那行
何 2: 2 叫他~臉上的淫像、和胸間的
 2:17 從我民的口中~諸巴力的名號
彌 5:12 又必~你手中的邪術．你那裏
番 3:11 我必從你中間~矜誇高傲之輩
亞 3: 9 並要在一日之間~這地的罪孽
瑪 2: 3 的臉上．你們要與糞一同~。
路 1:25 我、要把我在人間的羞恥~。
23:18 ~這個人、釋放巴拉巴給我們
約19:15 ~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
19:15 ~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
徒21:36 人跟在後面、喊著說、~他。
22:22 從世上~他吧．他是不當活著
弗 4:31 作陰毒〕都當從你們中間~．
來 9:26 次、把自己獻為祭、好~罪。
彼前 3:21 這洗禮本不在乎~肉體的污穢
約壹 3: 5 是要~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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