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丟 聖經(139次)

新約(51次)
福音書(34)
歷史書(7)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19) 馬可福音(6)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7)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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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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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2)

律法書(22)
歷史書(27)

預言書(2)

約書亞記(3)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6)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5) 以斯帖記(0)

創世紀(7) 出埃及記(9)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4)
舊約(8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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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3)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23) 約伯記(3) 詩篇(19)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37:20 ~在一個坑裏、就說有惡獸把
37:22 可以把他~在這野地的坑裏、
37:24 把他~在坑裏．那坑是空的、
39:12 約瑟把衣裳~在婦人手裏、跑
39:13 見約瑟把衣裳~在他手裏跑出
39:15 就把衣裳~在我這裏、跑到外
39:18 他就把衣裳~在我這裏跑出去
出 1:22 你們都要~在河裏、一切的女
 4: 3 ~在地上、他一丟下去、就變
 4: 3 他一~下去、就變作蛇、摩西
 4:25 ~在摩西腳前、說、你真是我
 7: 9 把杖~在法老面前、使杖變作
 7:10 亞倫把杖~在法老和臣僕面前
 7:12 他們各人~下自己的杖、杖就
15:25 他把樹~在水裏、水就變甜了
22:31 你們不可吃、要~給狗吃。
利 1:16 ~在壇的東邊、倒灰的地方。
民19: 6 紅色線、都~在燒牛的火中。
申12:19 的地方、永不可~棄利未人。
14:27 你不可~棄他、因為他在你們
31: 6 他必不撇下你、也不~棄你。
31: 8 也不~棄你、不要懼怕、也不
書 1: 5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棄你。
 8:29 ~在城門口、在屍首上堆成一
10:27 ~在他們藏過的洞裏、把幾塊
士 6:13 現在他卻~棄我們、將我們交
 8:25 各人將所奪的耳環~在其上。

撒上 9: 3 ~了幾頭驢．他就吩咐兒子掃
 9:20 至於你前三日所~的那幾頭驢

撒下 1:21 在那裏被污~棄．掃羅的盾牌
17: 8 如同田野~崽子的母熊一般．
18:17 他們將押沙龍~在林中一個大
20:21 那人的首級必從城牆上~給你
20:22 ~給約押。約押吹角、眾人就
23: 6 但匪類都必像荊棘被~棄．人

王上 6:13 中間、並不~棄我民以色列。
 8:57 不撇下我們、不~棄我們．
14: 9 惹我發怒、將我~在背後。

王下 7:15 亞蘭人急跑時~棄的衣服器具
代上28: 9 若離棄他、他必永遠~棄你。

28:20 也不~棄你、直到耶和華殿的
代下 7:19 倘若你們轉去~棄我指示你們

30: 7 以致耶和華~棄他們、使他們
拉 9: 9 我們的　神仍沒有~棄我們、
尼 9:17 慈愛的　神、並不~棄他們。
 9:19 在曠野不~棄他們、白晝、雲
 9:26 ~在背後、殺害那勸他們歸向
 9:28 所以你~棄他們在仇敵的手中
 9:31 也不~棄他們．因為你是有恩
伯 8:20 　神必不~棄完全人、也不扶
22:24 要將你的珍寶~在塵土裏、將
22:24 將俄斐的黃金~在溪河石頭之
詩18:22 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棄。
27: 9 不要~掉我、也不要離棄我。
43: 2 為何~棄我呢．我為何因仇敵
44: 9 但如今你~棄了我們、使我們
44:23 你興起、不要永遠~棄我們。
50:17 管教、將我的言語~在背後。
51:11 不要~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
60: 1 你~棄了我們、使我們破敗．
60:10 你不是~棄了我們麼．　神阿
71: 9 求你不要~棄我．我力氣衰弱
74: 1 你為何永遠~棄我們呢．你為
77: 7 難道主要永遠~棄我、不再施
88: 5 我被~在死人中、好像被殺的
88:14 你為何~棄我．為何掩面不顧
89:38 你的受膏者、就~掉棄絕他。
94:14 因為耶和華必不~棄他的百姓
108:11 你不是~棄了我們麼．　神阿
119: 8 的律例．求你總不要~棄我。
140:10 願他們被~在火中、拋在深坑
箴17:12 寧可遇見~崽子的母熊、不可
耶 7:29 因為耶和華~掉離棄了惹他忿
51: 5 被他的　神萬軍之耶和華~棄
哀 2: 7 耶和華~棄自己的祭壇、憎惡
 3:31 因為主必不永遠~棄人。
結23:35 將我~在背後、所以你要擔當
32: 4 我必將你~在地上、拋在田野
32: 5 我必將你的肉~在山間、用你
何 8: 3 以色列~棄良善、〔或作福分
 8: 5 耶和華已經~棄你的牛犢．我
13: 8 我遇見他們必像~崽子的母熊
珥 1: 7 剝盡而~棄、使枝條露白。
摩 5: 7 為茵蔯、將公義~棄於地的、

拿 3: 8 行的惡道、~棄手中的強暴。
亞11:13 ~給窯戶。我便將這三十塊錢
11:13 耶和華的殿中、~給窯戶了。
11:17 無用的牧人~棄羊群有禍了．
太 3:10 的樹、就砍下來、~在火裏。
 5:13 不過~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5:29 就剜出來~掉．寧可失去百體
 5:29 一體、不叫全身~在地獄裏。
 5:30 就砍下來~掉．寧可失去百體
 6:30 明天就~在爐裏、　神還給他
 7: 6 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在豬前
 7:19 的樹、就砍下來、~在火裏。
13:42 ~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
13:48 在器具裏、將不好的~棄了。
13:50 ~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
15:26 不好拿兒女的餅、~給狗吃。
18: 8 就砍下來~掉．你缺一隻手、
18: 8 有兩手兩腳、被~在永火裏。
18: 9 就把他剜出來~掉．你只有一
18: 9 如有兩隻眼被~在地獄的火裏
22:13 把他~在外邊的黑暗裏．在那
25:30 ~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
27: 5 猶大就把那銀錢~在殿裏、出
可 7:27 不好拿兒女的餅~給狗吃。
 9:46 強如有兩隻腳被~在地獄裏。
 9:47 強如有兩隻眼被~在地獄裏。
10:50 瞎子就~下衣服、跳起來、走
12: 8 他、殺了他、把他~在園外。
14:52 他卻~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路 3: 9 子的樹、就砍下來~在火裏。
10:30 他打個半死、就~下他走了。
12: 5 又有權柄~在地獄裏的．我實
12:28 明天就~在爐裏、　神還給他
12:49 我來要把火~在地上．倘若已
14:35 只好~在外面。有耳可聽的、
17: 2 ~在海裏、還強如他把這小子
約 6:37 我這裏來的、我總不~棄他。
15: 6 就像枝子~在外面枯乾、人拾
徒 1:24 這位分猶大已經~棄、往自己
 7:19 叫他們~棄嬰孩、使嬰孩不能
 7:21 他被~棄的時候、法老的女兒
14:12 於是稱巴拿巴為~斯、稱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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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有城外~斯廟的祭司、牽著牛
19:35 和從~斯那裏落下來的像呢。
28:11 這船以~斯雙子為記、是在那
羅11:15 若他們被~棄、天下就得與
林前13:11 了人、就把孩子的事~棄了。
林後 4: 9 卻不被~棄．打倒了、卻不至
腓 3: 8 我為他已經~棄萬事、看作糞
提前 1:19 有人~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
來10:35 所以你們不可~棄勇敢的心．
13: 5 總不撇下你、也不~棄你。』

彼後 2: 4 曾把他們~在地獄、交在黑暗
啟 8: 7 就有雹子與火攙著血~在地上
14:19 ~在　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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