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刀劍 聖經(136次)

新約(3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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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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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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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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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4) 出埃及記(0) 利未記(4)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133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56)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3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1) 約珥書(1)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2)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94)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6) 詩篇(6)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27:40 你必倚靠~度日、又必事奉你
31:26 了去、如同用~擄去的一般。
34:25 各拿~、趁著眾人想不到的時
49: 5 兄、他們的~是殘忍的器具。
利26: 6 滅．~也必不經過你們的地。
26:25 我又要使~臨到你們、報復你
26:36 像人逃避~、無人追趕、卻要
26:37 像在~之前．你們在仇敵面前
申28:22 ~、旱風、〔或作乾旱〕霉爛
32:25 外頭有~、內室有驚恐、使人
33:29 是你威榮的~．你的仇敵必投

撒上21: 8 甚急、連~器械我都沒有帶。
撒下 1:22 掃羅的~、非剖勇士的油不收

 2:26 ~豈可永遠殺人麼．你豈不知
11:25 ~或吞滅這人、或吞滅那人、
12:10 所以~必永不離開你的家。
18: 8 於樹林的、比死於~的更多。

代上 5:18 能拿盾牌和~、拉弓射箭、出
代下36:20 凡脫離~的、迦勒底王都擄到
伯 5:20 中、他必救你脫離~的權力。
15:22 從黑暗中轉回．他被~等候。
19:29 你們就當懼怕~．因為忿怒惹
19:29 因為忿怒惹動~的刑罰、使你
39:22 並不驚惶、也不因~退回。
40:19 物中為首．創造他的給他~。
詩22:20 求你救我的靈魂脫離~、救我
44: 3 為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得地土
63:10 他們必被~所殺、被野狗所吃
76: 3 ~、和爭戰的兵器。〔細拉〕
78:62 並將他的百姓交與~、向他的
89:43 你叫他的~捲刃、叫他在爭戰
賽 1:20 必被~吞滅．這是耶和華親口
21:15 因為他們逃避~、和出了鞘的
耶 4:10 得平安．其實~害及性命了。
 5:12 ~和饑荒、我們也看不見。
 6:25 因四圍有仇敵的~、和驚嚇。
 9:16 我也要使~追殺他們、直到將
11:22 必被~殺死．他們的兒女、必
14:12 我卻要用~、饑荒、瘟疫、滅
14:13 你們必不看見~、也不遭遇饑
14:15 他們還說這地不能有~饑荒．
14:15 其實那些先知必被~饑荒滅絕

14:16 必因饑荒~拋在耶路撒冷的街
15: 3 就是~殺戮、狗類撕裂、空中
15: 9 交與~．這是耶和華說的。
16: 4 必被~和饑荒滅絕．他們的屍
18:21 和~．願他們的妻無子、且作
21: 7 ~、饑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
21: 9 必遭~、饑荒、瘟疫而死．但
24:10 我必使~、饑荒、瘟疫、臨到
25:16 狂、因我使~臨到他們中間。
25:27 都因我使~臨到你們中間。
25:29 因為我要命~臨到地上一切的
25:31 他必交給~．這是耶和華說的
25:38 因~凶猛的欺壓、又因他猛烈
27: 8 我必用~、饑荒、瘟疫、刑罰
27:13 為何要因~、饑荒、瘟疫死亡
29:17 我必使~、饑荒、瘟疫、臨到
29:18 我必用~、饑荒、瘟疫、追趕
31: 2 脫離~的、就是以色列人、我
32:24 城也因~、饑荒、瘟疫、交在
32:36 就是你們所說已經因~、饑荒
33: 4 就是拆毀為擋敵人高壘和~的
34: 4 你如此說、你必不被~殺死．
34:17 使你們自由於~饑荒瘟疫之下
38: 2 必遭~、饑荒、瘟疫而死．但
42:16 你們所懼怕的~、在埃及地必
42:17 必遭~、饑荒、瘟疫而死、無
42:22 你們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
44:12 必因~饑荒滅絕．從最小的、
44:12 都必遭~饑荒而死、以致令人
44:13 我怎樣用~、饑荒、瘟疫、刑
44:18 缺乏一切．又因~饑荒滅絕。
44:27 的一切猶大人必因~饑荒所滅
44:28 脫離~、從埃及地歸回猶大地
46:10 ~必吞吃得飽、飲血飲足．因
46:14 因為~在你四圍施行吞滅的事
46:16 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壓的~。
47: 6 耶和華的~哪、你到幾時才止
48: 2 也必默默無聲．~必追趕你。
48:10 禁止~不經血的、必受咒詛。
49:37 又必使~追殺他們、直到將他
50:16 因怕欺壓的~、必歸回本族、
50:35 有~臨到迦勒底人、和巴比倫

50:36 有~臨到矜誇的人、他們就成
50:36 有~臨到他的勇士、他們就驚
50:37 有~臨到他的馬匹、車輛、和
50:37 有~臨到他的寶物、就被搶奪
51:50 你們躲避~的要快走、不要站
哀 1:20 在外~使人喪子、在家猶如死
 5: 9 因為曠野的~、我們冒著險、
結 5:17 我也要使~臨到你．這是我耶
 6: 3 我必使~臨到你們、也必毀滅
 6: 8 使你們有剩下脫離~的人。
 6: 9 那脫離~的人、必在所擄到的
 6:11 他們必倒在~、饑荒、瘟疫之
 6:12 必倒在~之下、那存留被圍困
 7:15 在外有~、在內有瘟疫、饑荒
 7:15 必遭~而死、在城中的、必有
11: 8 你們怕~、我必使刀劍臨到你
11: 8 我必使~臨到你們．這是主耶
12:16 我卻要留下他們幾個人得免~
14:17 或者我使~臨到那地、說、刀
14:17 ~哪、要經過那地、以致我將
14:21 就是~、饑荒、惡獸、瘟疫、
16:40 用石頭打死你、用~刺透你。
23:47 用~殺害他們、又殺戮他們的
26: 6 必被~殺滅．他們就知道我是
26: 8 他必用~殺滅屬你城邑的居民
28:23 四圍有~臨到他、人就知道我
29: 8 我必使~臨到你、從你中間將
30: 4 必有~臨到埃及、在埃及被殺
32:20 他被交給~．要把他和他的群
32:27 頭枕~、骨頭上有本身的罪孽
33: 2 我使~臨到那一國、那一國的
33: 3 他見~臨到那地、若吹角、警
33: 4 ~若來除滅了他、他的罪就必
33: 6 倘若守望的人見~臨到、不吹
33: 6 ~來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人．
33:26 你們倚仗自己的~、行可憎的
35: 5 盡頭的時候、將他們交與~．
38: 4 大隊、有大小盾牌、各拿~．
38: 8 你必來到脫離~從列國收回之
38:21 必命我的諸山發~來攻擊歌革
38:21 歌革．人都要用~殺害弟兄。
何11: 6 ~必臨到他們的城邑、毀壞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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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 3:10 要將犁頭打成~、將鐮刀打成
摩 9: 4 我必命~殺戮他們．我必向他
彌 5: 6 他們必用~毀壞亞述地和寧錄
 6:14 護．所救護的、我必交給~。
鴻 2:13 ~也必吞滅你的少壯獅子。我
 3: 3 ~發光、槍矛閃爍、被殺的甚
亞13: 7 ~哪、應當興起、攻擊我的牧
羅 8:35 露體麼、是危險麼、是~麼。
來11:34 脫了~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
啟 6: 8 可以用~、饑荒、瘟疫、〔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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