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丢 圣经(139次)

新约(51次)
福音书(34)
历史书(7)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19) 马可福音(6)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7)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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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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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22)
历史书(27)

预言书(2)

约书亚记(3)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6)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5)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9)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4)
旧约(8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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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23) 约伯记(3) 诗篇(19)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37:20 ~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
37:22 可以把他~在这野地的坑里、
37:24 把他~在坑里．那坑是空的、
39:12 约瑟把衣裳~在妇人手里、跑
39:13 见约瑟把衣裳~在他手里跑出
39:15 就把衣裳~在我这里、跑到外
39:18 他就把衣裳~在我这里跑出去
出 1:22 你们都要~在河里、一切的女
 4: 3 ~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
 4: 3 他一~下去、就变作蛇、摩西
 4:25 ~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
 7: 9 把杖~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
 7:10 亚伦把杖~在法老和臣仆面前
 7:12 他们各人~下自己的杖、杖就
15:25 他把树~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22:31 你们不可吃、要~给狗吃。
利 1:16 ~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
民19: 6 红色线、都~在烧牛的火中。
申12:19 的地方、永不可~弃利未人。
14:27 你不可~弃他、因为他在你们
31: 6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弃你。
31: 8 也不~弃你、不要惧怕、也不
书 1: 5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弃你。
 8:29 ~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
10:27 ~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
士 6:13 现在他却~弃我们、将我们交
 8:25 各人将所夺的耳环~在其上。

撒上 9: 3 ~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
 9:20 至于你前三日所~的那几头驴

撒下 1:21 在那里被污~弃．扫罗的盾牌
17: 8 如同田野~崽子的母熊一般．
18:17 他们将押沙龙~在林中一个大
20:21 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给你
20:22 ~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
23: 6 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弃．人

王上 6:13 中间、并不~弃我民以色列。
 8:57 不撇下我们、不~弃我们．
14: 9 惹我发怒、将我~在背后。

王下 7:15 亚兰人急跑时~弃的衣服器具
代上28: 9 若离弃他、他必永远~弃你。

28:20 也不~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
代下 7:19 倘若你们转去~弃我指示你们

30: 7 以致耶和华~弃他们、使他们
拉 9: 9 我们的　神仍没有~弃我们、
尼 9:17 慈爱的　神、并不~弃他们。
 9:19 在旷野不~弃他们、白昼、云
 9:26 ~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
 9:28 所以你~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
 9:31 也不~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
伯 8:20 　神必不~弃完全人、也不扶
22:24 要将你的珍宝~在尘土里、将
22:24 将俄斐的黄金~在溪河石头之
诗18:22 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弃。
27: 9 不要~掉我、也不要离弃我。
43: 2 为何~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
44: 9 但如今你~弃了我们、使我们
44:23 你兴起、不要永远~弃我们。
50:17 管教、将我的言语~在背后。
51:11 不要~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60: 1 你~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
60:10 你不是~弃了我们么．　神阿
71: 9 求你不要~弃我．我力气衰弱
74: 1 你为何永远~弃我们呢．你为
77: 7 难道主要永远~弃我、不再施
88: 5 我被~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
88:14 你为何~弃我．为何掩面不顾
89:38 你的受膏者、就~掉弃绝他。
94:14 因为耶和华必不~弃他的百姓
108:11 你不是~弃了我们么．　神阿
119: 8 的律例．求你总不要~弃我。
140:10 愿他们被~在火中、抛在深坑
箴17:12 宁可遇见~崽子的母熊、不可
耶 7:29 因为耶和华~掉离弃了惹他忿
51: 5 被他的　神万军之耶和华~弃
哀 2: 7 耶和华~弃自己的祭坛、憎恶
 3:31 因为主必不永远~弃人。
结23:35 将我~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
32: 4 我必将你~在地上、抛在田野
32: 5 我必将你的肉~在山间、用你
何 8: 3 以色列~弃良善、〔或作福分
 8: 5 耶和华已经~弃你的牛犊．我
13: 8 我遇见他们必像~崽子的母熊
珥 1: 7 剥尽而~弃、使枝条露白。
摩 5: 7 为茵蔯、将公义~弃于地的、

拿 3: 8 行的恶道、~弃手中的强暴。
亚11:13 ~给窑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
11:13 耶和华的殿中、~给窑户了。
11:17 无用的牧人~弃羊群有祸了．
太 3:10 的树、就砍下来、~在火里。
 5:13 不过~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5:29 就剜出来~掉．宁可失去百体
 5:29 一体、不叫全身~在地狱里。
 5:30 就砍下来~掉．宁可失去百体
 6:30 明天就~在炉里、　神还给他
 7: 6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在猪前
 7:19 的树、就砍下来、~在火里。
13:42 ~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
13:48 在器具里、将不好的~弃了。
13:50 ~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
15:26 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
18: 8 就砍下来~掉．你缺一只手、
18: 8 有两手两脚、被~在永火里。
18: 9 就把他剜出来~掉．你只有一
18: 9 如有两只眼被~在地狱的火里
22:13 把他~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
25:30 ~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
27: 5 犹大就把那银钱~在殿里、出
可 7:27 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
 9:46 强如有两只脚被~在地狱里。
 9:47 强如有两只眼被~在地狱里。
10:50 瞎子就~下衣服、跳起来、走
12: 8 他、杀了他、把他~在园外。
14:52 他却~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路 3: 9 子的树、就砍下来~在火里。
10:30 他打个半死、就~下他走了。
12: 5 又有权柄~在地狱里的．我实
12:28 明天就~在炉里、　神还给他
12:49 我来要把火~在地上．倘若已
14:35 只好~在外面。有耳可听的、
17: 2 ~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
约 6:37 我这里来的、我总不~弃他。
15: 6 就像枝子~在外面枯干、人拾
徒 1:24 这位分犹大已经~弃、往自己
 7:19 叫他们~弃婴孩、使婴孩不能
 7:21 他被~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
14:12 于是称巴拿巴为~斯、称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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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有城外~斯庙的祭司、牵着牛
19:35 和从~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28:11 这船以~斯双子为记、是在那
罗11:15 若他们被~弃、天下就得与
林前13:11 了人、就把孩子的事~弃了。
林后 4: 9 却不被~弃．打倒了、却不至
腓 3: 8 我为他已经~弃万事、看作粪
提前 1:19 有人~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
来10:35 所以你们不可~弃勇敢的心．
13: 5 总不撇下你、也不~弃你。』

彼后 2: 4 曾把他们~在地狱、交在黑暗
启 8: 7 就有雹子与火搀着血~在地上
14:19 ~在　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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