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割礼 圣经(139次)

新约(76次)
福音书(5)
历史书(11)
保罗书信(6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11)
罗马书(27) 哥林多前书(6)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6)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6) 
帖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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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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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历史书(16)

预言书(0)

约书亚记(8)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7) 出埃及记(4) 利未记(4)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63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1)
诗歌智慧书(0)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7:10 都要受~、这就是我与你、并
17:11 你们都要受~．〔受割礼原文
17:11 受~原文作割阳皮十四二十三
17:12 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
17:13 都必须受~．这样、我的约就
17:14 但不受~的男子、必从民中剪
17:23 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
17:24 亚伯拉罕受~的时候、年九十
17:25 他儿子以实玛利受~的时候、
17:26 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
17:27 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
21: 4 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
34:14 们的妹子给没有受~的人为妻
34:15 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和
34:17 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我
34:22 丁、都要受~、和他们一样。
34:24 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
出 4:26 坡拉说、你因~就是血郎了。
12:44 奴仆、既受了~、就可以吃。
12:48 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然后
12:48 但未受~的、都不可吃这羊羔
利12: 3 第八天要给婴孩行~。
19:23 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的一样
19:23 如未受~的、是不可吃的。
26:41 那时他们未受~的心、若谦卑
书 5: 2 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
 5: 3 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
 5: 4 约书亚行~的缘故、是因为从
 5: 5 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惟
 5: 5 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
 5: 7 都没有受过~．因为在路上没
 5: 7 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
 5: 8 国民都受完了~、就住在营中
士14: 3 至你去在未受~的非利士人中
15:18 死、落在未受~的人手中呢。

撒上14: 6 不如过到未受~人的防营那里
17:26 这未受~的非利士人是谁呢、
17:36 这未受~的非利士人向永生
31: 4 免得那些未受~的人来刺我、

撒下 1:20 免得未受~之人的女子矜夸。
代上10: 4 免得那些未受~的人来凌辱我
赛52: 1 未受~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

耶 4: 4 你们当自行~、归耶和华、将
 6:10 他们的耳朵未受~、不能听见
 9:25 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心却未
 9:25 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的．
 9:26 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以色
 9:26 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
结28:10 与未受~〔或作不洁下同〕的
31:18 在未受~的人中、与被杀的人
32:19 你下去与未受~的人一同躺卧
32:21 他们是未受~被杀的人、已经
32:24 未受~而下阴府的．他们曾在
32:25 他们都是未受~、被刀杀的．
32:26 他们都是未受~被刀杀的．他
32:27 不得与那未受~仆倒的勇士一
32:28 你必在未受~的人中败坏、与
32:29 他们必与未受~的、和下坑的
32:30 他们未受~、和被刀杀的一同
32:32 必放在未受~、和被杀的人中
44: 7 将身心未受~的外邦人、领进
44: 9 就是身心未受~的、都不可入
哈 2:16 显出是未受~的．耶和华右手
路 1:59 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并要照
 2:21 就给孩子行~、与他起名叫耶
约 7:22 摩西传~给你们、（其实不是
 7:22 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
 7:23 人若在安息日受~、免得违背
徒 7: 8 　神又赐他~的约．于是亚伯
 7: 8 第八日给他行了~．以撒生雅
 7:51 心与耳未受~的人、常时抗拒
10:45 那些奉~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11: 2 那些奉~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11: 3 你进入未受~之人的家、和他
15: 1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
15: 5 必须给外邦人行~、吩咐他们
15:24 有你们必须受~守摩西的律法
16: 3 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
21:21 不要给孩子行~、也不要遵行
罗 2:25 ~固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
 2:25 法的、你的~就算不得割礼。
 2:25 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
 2:26 所以那未受~的、若遵守律法
 2:26 他虽然未受~、岂不算是有割

 2:26 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么。
 2:27 而且那本来未受~的、若能全
 2:27 你这有仪文和~竟犯律法的人
 2:28 外面肉身的~、也不是真割礼
 2:28 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
 2:29 真~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
 3: 1 什么长处、~有什么益处呢．
 3:30 他就要因信称那受~的为义、
 3:30 也要因信称那未受~的为义。
 4: 9 这福是单加给那受~的人么．
 4: 9 不也是加给那未受~的人么．
 4:10 是在他受~的时候呢．是在他
 4:10 是在他未受~的时候呢．不是
 4:10 不是在受~的时候、乃是在未
 4:10 时候、乃是在未受~的时候。
 4:11 并且他受了~的记号、作他未
 4:11 作他未受~的时候因信称义的
 4:11 他作一切未受~而信之人的父
 4:12 又作受~之人的父、就是那些
 4:12 就是那些不但受~、并且按我
 4:12 未受~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
15: 8 为　神真理作了受~人的执事

林前 7:18 有人已受~蒙召呢、就不要废
 7:18 就不要废~．有人未受割礼蒙
 7:18 有人未受~蒙召呢、就不要受
 7:18 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
 7:19 受~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
 7:19 不受~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
加 2: 3 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
 2: 7 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的人
 2: 7 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的人
 2: 8 叫他为受~之人作使徒的、也
 2: 9 去、他们往受~的人那里去．
 2:12 他因怕奉~的人、就退去与外
 5: 2 若受~、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5: 3 我再指着凡受~的人确实的说
 5: 6 受~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
 5: 6 受割礼不受~、全无功效．惟
 5:11 我若仍旧传~、为什么还受逼
 6:12 都勉强你们受~．无非是怕自
 6:13 他们那些受~的、连自己也不
 6:13 他们愿意你们受~、不过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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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受~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6:15 受割礼不受~、都无关紧要、
弗 2:11 是称为没受~的这名原是那些
 2:11 在肉身上称为受~之人所起的
腓 3: 3 因为真受~的、乃是我们这以
 3: 5 我第八天受~、我是以色列族
西 2:11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乃
 2:11 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
 2:13 和未受~的肉体中死了、　神
 3:11 受~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
 3:11 未受~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4:11 奉~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
多 1:10 哄人．那奉~的、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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