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 圣经(153次)

新约(43次)
福音书(2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9)

马太福音(8)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3)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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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8)
历史书(2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11)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7)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2) 民数记(6) 申命记(0)
旧约(110次)

以赛亚书(17)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8)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12) 何西阿书(1) 约珥书(1)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4) 玛拉基书(2)

大先知书(46)
诗歌智慧书(15) 约伯记(6) 诗篇(7)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利22:22 残~的、有瘤子的、长癣的、
26:43 地在荒~无人的时候、就要享
民18:19 盐约〔盐即不~坏的意思〕。
30: 8 就算~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
30:12 若把这两样全~了、妇人口中
30:12 因他丈夫已经把这两样~了．
30:13 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去。
30:15 若使这两样全~了、就要担当
士 2: 1 我永不~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撒下 3: 9 ~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

 6:21 ~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
 7:15 开在你面前所~弃的扫罗一样

王上15:14 只是丘坛还没有~去．亚撒一
15:19 求你~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
22:43 只是丘坛还没有~去、百姓仍

王下12: 3 只是丘坛还没有~去．百姓仍
14: 4 只是丘坛还没有~去．百姓仍
15: 4 只是丘坛还没有~去．百姓仍
15:35 只是丘坛还没有~去．百姓仍
18: 4 他~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
18:22 不是将　神的丘坛和祭坛~去
19:25 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
23: 5 现在王都~去．又废去向巴力
23: 5 又~去向巴力、和日、月、行
23:11 向日头所献的马~去、且用火
23:19 现在约西亚都~去了、就如他

代下13: 5 盐即不~坏的意思〕将以色列
15:17 是丘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去
16: 3 求你~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
20:33 只是丘坛还没有~去．百姓也
29:19 在位犯罪的时候所~弃的器皿
32:12 希西家岂不是~去耶和华的丘
36: 3 埃及王在耶路撒冷~了他、又
斯 8: 5 请王另下旨意~除哈曼所传的
 8: 8 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除。
 9:27 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
 9:28 这普珥日在犹大人中不可~掉
伯12:20 他~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
12:24 使他们在荒~无路之地漂流。
15: 4 你是~弃敬畏的意、在　神面
30: 3 在荒~凄凉的幽暗中、龈干燥
38:27 使荒~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

40: 8 你岂可~弃我所拟定的．岂可
诗31:10 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我的
77: 8 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弃么．
89:33 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弃。
107:40 使他们在荒~无路之地漂流。
119:126的时候．因人~了你的律法。
148: 6 不能~去。〔废去或作越过〕
148: 6 不能废去。〔~去或作越过〕
箴22: 8 祸．他逞怒的杖、也必~掉。
传12: 5 人所愿的也都~掉、因为人归
赛 2:18 偶像必全然~弃。
 5: 6 我必使他荒~、不再修理、不
14:27 谁能~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
15: 1 变为荒~、归于无有．一夜之
15: 1 基珥、变为荒~、归于无有．
17: 1 大马色已被~弃、不再为城、
24: 5 律法、~了律例、背了永约。
28:18 必然~掉、与阴间所结的盟、
34:10 必世世代代成为荒~、永永远
36: 7 和祭坛~去、且对犹大和耶路
37:26 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变为
49:17 使你荒~的、必都离你出去。
49:19 至于你荒~凄凉之处、并你被
51: 6 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掉。
58:12 必修造久已荒~之处．你要建
60:12 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
64:11 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
耶 4:20 因为全地荒~．我的帐棚、忽
 5:24 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
31:36 若能在我面前~掉、以色列的
33:10 是荒~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
33:12 在这荒~无人民无牲畜之地、
33:20 你们若能~弃我所立白日黑夜
33:21 就能~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
33:21 并能~弃我与事奉我的祭司利
44: 6 以致都荒~凄凉、正如今日一
结 6: 6 使你们的祭坛荒~、将你们的
12:19 这地必然荒~、一无所存。
12:20 地也必变为荒~．你们就知道
19: 7 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
29: 9 埃及地必荒~凄凉．他们就知
29:10 到古实境界、全然荒~凄凉。

29:12 使埃及城在荒~的城中变为荒
29:12 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
30: 7 埃及城在荒~的城中、也变为
30: 7 在荒废的城中、也变为荒~。
32:15 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凄凉．这
33:24 住在以色列荒~之地的人说、
36: 4 荒~之地、被弃之城、为四围
36:34 虽看为荒~之地、现今这荒废
36:34 现今这荒~之地、仍得耕种。
36:35 这先前为荒~之地、现在成如
36:35 这荒~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
36:36 培植那荒~之地．我耶和华说
但 2:21 ~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
 7:14 不能~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何13:11 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去。
珥 2:20 将他们赶到干旱荒~之地、前
摩 7: 9 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我必
 9:14 他们必重修荒~的城邑居住、
番 1:15 是荒~凄凉的日子、是黑暗、
 2: 9 永远荒~之地。我百姓所剩下
亚11: 3 因约但河旁的丛林荒~了。
11:10 表明我~弃与万民所立的约。
11:11 当日就~弃了．这样、那些仰
11:14 表明我~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
玛 1: 4 却要重建荒~之处．万军之耶
 2: 8 你们~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
太 5:17 莫想我来要~掉律法和先知．
 5:17 我来不是要~掉、乃是要成全
 5:18 就是到天地都~去了、律法的
 5:18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去、
 5:19 所以无论何人~掉这诫命中最
15: 6 借着遗传、~了　神的诫命。
24:35 天地要~去、我的话却不能废
24:35 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去。
可 7: 9 你们诚然是~弃　神的诫命、
 7:13 ~了　神的道．你们还作许多
13:31 天地要~去．我的话却不能废
13:31 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去。
路 7:30 竟为自己~弃了　神的旨意。
 7:30 的洗竟为自己~弃了　神的旨
14:13 残~的、瘸腿的、瞎眼的、你
14:21 残~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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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天地~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
21:33 天地要~去、我的话却不能废
21:33 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去。
约10:35 经上的话是不能~的．若那些
徒13:22 既~了扫罗、就选立大卫作他
罗 3: 3 的不信、就~掉　神的信么。
 3:31 我们因信~了律法么．断乎不
 4:14 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弃了。

林前 1:19 智慧、~弃聪明人的聪明。』
 1:28 那无有的、为要~掉那有的．
 6:13 但　神要叫这两样都~坏。身
 7:18 就不要~割礼．有人未受割礼

林后 3:11 若那~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
 3:13 不能定睛看到那将~者的结局
 3:14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去了。
加 2:21 我不~掉　神的恩．义若是借
 3:15 了、就没有能~弃或加增的。
 3:17 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掉
弗 2:15 ~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
帖后 2: 8 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掉他。
提前 5:12 是因~弃了当初所许的愿．
提后 1:10 他已经把死~去、借着福音、

 3: 8 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弃的。
多 1:16 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弃的。
来 6: 8 必被~弃、近于咒诅、结局就
 7:18 因软弱无益、所以~掉了．

彼后 3:10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去、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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