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割禮 聖經(139次)

新約(76次)
福音書(5)
歷史書(11)
保羅書信(6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11)
羅馬書(27) 哥林多前書(6)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16)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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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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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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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25)
歷史書(16)

預言書(0)

約書亞記(8)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7) 出埃及記(4) 利未記(4)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63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1)
詩歌智慧書(0) 約伯記(0)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7:10 都要受~、這就是我與你、並
17:11 你們都要受~．〔受割禮原文
17:11 受~原文作割陽皮十四二十三
17:12 生下來第八日、都要受~。
17:13 都必須受~．這樣、我的約就
17:14 但不受~的男子、必從民中剪
17:23 是用銀子買的、都行了~。
17:24 亞伯拉罕受~的時候、年九十
17:25 他兒子以實瑪利受~的時候、
17:26 兒子以實瑪利、一同受了~。
17:27 外人買的、也都一同受了~。
21: 4 神所吩咐的、給以撒行了~。
34:14 們的妹子給沒有受~的人為妻
34:15 若你們所有的男丁都受~、和
34:17 倘若你們不聽從我們受~、我
34:22 丁、都要受~、和他們一樣。
34:24 城門出入的男丁、都受了~。
出 4:26 坡拉說、你因~就是血郎了。
12:44 奴僕、既受了~、就可以吃。
12:48 他所有的男子務要受~、然後
12:48 但未受~的、都不可吃這羊羔
利12: 3 第八天要給嬰孩行~。
19:23 以所結的果子如未受~的一樣
19:23 如未受~的、是不可吃的。
26:41 那時他們未受~的心、若謙卑
書 5: 2 刀、第二次給以色列人行~。
 5: 3 在除皮山那裏給以色列人行~
 5: 4 約書亞行~的緣故、是因為從
 5: 5 因為出來的眾民都受過~．惟
 5: 5 所生的眾民、都沒有受過~。
 5: 7 都沒有受過~．因為在路上沒
 5: 7 因為在路上沒有給他們行~、
 5: 8 國民都受完了~、就住在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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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過到未受~人的防營那裏
17:26 這未受~的非利士人是誰呢、
17:36 這未受~的非利士人向永生
31: 4 免得那些未受~的人來刺我、

撒下 1:20 免得未受~之人的女子矜誇。
代上10: 4 免得那些未受~的人來凌辱我
賽52: 1 未受~不潔淨的、必不再進入

耶 4: 4 你們當自行~、歸耶和華、將
 6:10 他們的耳朵未受~、不能聽見
 9:25 我要刑罰一切受過~、心卻未
 9:25 切受過割禮、心卻未受~的．
 9:26 因為列國人都沒有受~、以色
 9:26 以色列人心中、也沒有受~。
結28:10 與未受~〔或作不潔下同〕的
31:18 在未受~的人中、與被殺的人
32:19 你下去與未受~的人一同躺臥
32:21 他們是未受~被殺的人、已經
32:24 未受~而下陰府的．他們曾在
32:25 他們都是未受~、被刀殺的．
32:26 他們都是未受~被刀殺的．他
32:27 不得與那未受~仆倒的勇士一
32:28 你必在未受~的人中敗壞、與
32:29 他們必與未受~的、和下坑的
32:30 他們未受~、和被刀殺的一同
32:32 必放在未受~、和被殺的人中
44: 7 將身心未受~的外邦人、領進
44: 9 就是身心未受~的、都不可入
哈 2:16 顯出是未受~的．耶和華右手
路 1:59 他們來要給孩子行~．並要照
 2:21 就給孩子行~、與他起名叫耶
約 7:22 摩西傳~給你們、（其實不是
 7:22 因此你們也在安息日給人行~
 7:23 人若在安息日受~、免得違背
徒 7: 8 　神又賜他~的約．於是亞伯
 7: 8 第八日給他行了~．以撒生雅
 7:51 心與耳未受~的人、常時抗拒
10:45 那些奉~和彼得同來的信徒、
11: 2 那些奉~的門徒和他爭辯說、
11: 3 你進入未受~之人的家、和他
15: 1 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
15: 5 必須給外邦人行~、吩咐他們
15:24 有你們必須受~守摩西的律法
16: 3 是希利尼人、就給他行了~。
21:21 不要給孩子行~、也不要遵行
羅 2:25 ~固然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
 2:25 法的、你的~就算不得割禮。
 2:25 法的、你的割禮就算不得~。
 2:26 所以那未受~的、若遵守律法
 2:26 他雖然未受~、豈不算是有割

 2:26 未受割禮、豈不算是有~麼。
 2:27 而且那本來未受~的、若能全
 2:27 你這有儀文和~竟犯律法的人
 2:28 外面肉身的~、也不是真割禮
 2:28 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
 2:29 真~也是心裏的、在乎靈不在
 3: 1 甚麼長處、~有甚麼益處呢．
 3:30 他就要因信稱那受~的為義、
 3:30 也要因信稱那未受~的為義。
 4: 9 這福是單加給那受~的人麼．
 4: 9 不也是加給那未受~的人麼．
 4:10 是在他受~的時候呢．是在他
 4:10 是在他未受~的時候呢．不是
 4:10 不是在受~的時候、乃是在未
 4:10 時候、乃是在未受~的時候。
 4:11 並且他受了~的記號、作他未
 4:11 作他未受~的時候因信稱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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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按我
 4:12 未受~而信之蹤跡去行的人。
15: 8 為　神真理作了受~人的執事

林前 7:18 有人已受~蒙召呢、就不要廢
 7:18 就不要廢~．有人未受割禮蒙
 7:18 有人未受~蒙召呢、就不要受
 7:18 受割禮蒙召呢、就不要受~。
 7:19 受~算不得甚麼、不受割禮也
 7:19 不受~也算不得甚麼、只要守
加 2: 3 利尼人、也沒有勉強他受~．
 2: 7 主託我傳福音給那未受~的人
 2: 7 如託彼得傳福音給那受~的人
 2: 8 叫他為受~之人作使徒的、也
 2: 9 去、他們往受~的人那裏去．
 2:12 他因怕奉~的人、就退去與外
 5: 2 若受~、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5: 3 我再指著凡受~的人確實的說
 5: 6 受~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
 5: 6 受割禮不受~、全無功效．惟
 5:11 我若仍舊傳~、為甚麼還受逼
 6:12 都勉強你們受~．無非是怕自
 6:13 他們那些受~的、連自己也不
 6:13 他們願意你們受~、不過要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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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受~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
 6:15 受割禮不受~、都無關緊要、
弗 2:11 是稱為沒受~的這名原是那些
 2:11 在肉身上稱為受~之人所起的
腓 3: 3 因為真受~的、乃是我們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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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
 2:13 和未受~的肉體中死了、　神
 3:11 受~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
 3:11 未受~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4:11 奉~的人中、只有這三個人、
多 1:10 哄人．那奉~的、更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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