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 圣经(89次)

新约(5次)
福音书(1)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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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国民 guó m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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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26)
历史书(23)

预言书(2)

约书亚记(8)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8)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5)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1) 利未记(2) 民数记(0) 申命记(23)
旧约(84次)

以赛亚书(13)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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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3)
诗歌智慧书(1)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出19: 6 为圣洁的~．这些话你要告诉
利18:28 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一样。
20:23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你
申 4:38 要将比你强大的~、从你面前
 6:14 别神、就是你们四围~的神．
 7: 1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就是赫
 9: 1 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得着
 9: 4 的　神将这些~从你面前撵出
 9: 5 乃是因这些~的恶、耶和华你
11:23 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
11:23 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你
12: 2 要将所赶出的~事奉神的各地
12:29 和华你　神将你要去赶出的~
12:30 这些~怎样事奉他们的神、我
15: 6 你必借给许多~、却不至向他
15: 6 你必管辖许多~、他们却不能
18: 9 那些~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
18:12 因那些~行这可憎恶的事、所
18:14 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都听
20:15 不是这些~的城、你都要这样
20:16 但这些~的城、耶和华你　神
26: 5 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
28:12 你必借给许多~、却不至向他
28:33 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吃尽．你
31: 3 将这些~在你们面前灭绝、你
32:21 以愚昧的~、惹了他们的怒气
书 3:17 去、直到~尽都过了约但河。
 4: 1 ~尽都过了约但河、耶和华就
 5: 6 等到~、就是出埃及的兵丁、
 5: 8 ~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
10:13 直等~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
23: 7 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搀杂
23: 9 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
23:12 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联络

撒下21:14 的．此后　神垂听~所求的。
24:25 如此耶和华垂听~所求的、瘟

王下11:18 于是~都到巴力庙、拆毁了庙
11:20 ~都欢乐、合城都安静。众人
15: 5 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
21:24 但~杀了那些背叛亚们王的人
23:30 ~膏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
23:35 遵着法老的命向~征取金银．

25:19 和检点~军长的书记、以及城
25:19 以及城里遇见的~六十个人。

代下23:13 ~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的、
23:21 ~都欢乐、合城都安静。众人
26:21 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
33:25 但~杀了那些背叛亚们王的人
36: 1 ~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
诗106: 5 乐你~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
赛 1: 4 犯罪的~、担着罪孽的百姓、
 2: 4 为许多~断定是非．他们要将
 5:26 招远方的~、发嘶声叫他们从
 7: 8 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
 9: 3 你使这~繁多、加增他们的喜
10: 6 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吩
26:15 你增添~、你增添国民．你得
26:15 你增添~．你得了荣耀、又扩
51: 4 我的~哪、要向我侧耳．因为
52:15 许多~．君王要向他闭口．因
55: 5 你素不认识的~、你也必召来
55: 5 素不认识你的~、也必向你奔
58: 2 好像行义的~、不离弃他们
耶 5: 9 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呢。
 5:29 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呢。
 7:28 不受教训的~．从他们的口中
 9: 9 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呢。
25: 9 并四围一切的~、我要将他们
25:11 这些~要服事巴比伦王七十年
25:12 和那~、并迦勒底人之地、因
25:13 是耶利米向这些~说的预言、
52:25 和检点~军长的书记、以及城
52:25 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六十个人
结 2: 3 差你往悖逆的~以色列人那里
 7:27 ~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
26: 3 使许多~上来攻击你、如同海
27:33 就使许多~充足．你以许多资
32:10 我在许多~和君王面前向你抡
32:10 ~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
36:13 你是吞吃人的、又使~丧子．
36:14 再吞吃人、也不再使~丧子．
36:15 也不再使~绊跌．这是主耶和
但 2:43 那~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
番 2: 1 不知羞耻的~哪、你们应当聚

路23: 2 我们见这人诱惑~、禁止纳税
弗 2:12 在以色列~以外、在所应许的
腓 3: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并且等候
启 1: 6 又使我们成为~、作他父　神
 5:10 又叫他们成为~、作祭司、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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