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 聖經(89次)

新約(5次)
福音書(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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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國民 guó m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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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26)
歷史書(23)

預言書(2)

約書亞記(8)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8)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5)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2) 民數記(0) 申命記(23)
舊約(84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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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3)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0)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出19: 6 為聖潔的~．這些話你要告訴
利18:28 像吐出在你們以先的~一樣。
20:23 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你
申 4:38 要將比你強大的~、從你面前
 6:14 別神、就是你們四圍~的神．
 7: 1 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就是赫
 9: 1 進去趕出比你強大的~、得著
 9: 4 的　神將這些~從你面前攆出
 9: 5 乃是因這些~的惡、耶和華你
11:23 他必從你們面前趕出這一切~
11:23 就是比你們更大更強的~、你
12: 2 要將所趕出的~事奉神的各地
12:29 和華你　神將你要去趕出的~
12:30 這些~怎樣事奉他們的神、我
15: 6 你必借給許多~、卻不至向他
15: 6 你必管轄許多~、他們卻不能
18: 9 那些~所行可憎惡的事、你不
18:12 因那些~行這可憎惡的事、所
18:14 因你所要趕出的那些~、都聽
20:15 不是這些~的城、你都要這樣
20:16 但這些~的城、耶和華你　神
26: 5 又大、又強、人數很多的~。
28:12 你必借給許多~、卻不至向他
28:33 必被你所不認識的~吃盡．你
31: 3 將這些~在你們面前滅絕、你
32:21 以愚昧的~、惹了他們的怒氣
書 3:17 去、直到~盡都過了約但河。
 4: 1 ~盡都過了約但河、耶和華就
 5: 6 等到~、就是出埃及的兵丁、
 5: 8 ~都受完了割禮、就住在營中
10:13 直等~向敵人報仇．這事豈不
23: 7 你們中間所剩下的這些~攙雜
23: 9 為耶和華已經把又大又強的~
23:12 你們中間所剩下的這些~聯絡

撒下21:14 的．此後　神垂聽~所求的。
24:25 如此耶和華垂聽~所求的、瘟

王下11:18 於是~都到巴力廟、拆毀了廟
11:20 ~都歡樂、閤城都安靜。眾人
15: 5 兒子約坦管理家事、治理~。
21:24 但~殺了那些背叛亞們王的人
23:30 ~膏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接
23:35 遵著法老的命向~徵取金銀．

25:19 和檢點~軍長的書記、以及城
25:19 以及城裏遇見的~六十個人。

代下23:13 ~都歡樂吹號．又有歌唱的、
23:21 ~都歡樂、合城都安靜。眾人
26:21 兒子約坦管理家事、治理~。
33:25 但~殺了那些背叛亞們王的人
36: 1 ~立約西亞的兒子約哈斯、在
詩106: 5 樂你~的樂、與你的產業一同
賽 1: 4 犯罪的~、擔著罪孽的百姓、
 2: 4 為許多~斷定是非．他們要將
 5:26 招遠方的~、發嘶聲叫他們從
 7: 8 法蓮必然破壞、不再成為~．
 9: 3 你使這~繁多、加增他們的喜
10: 6 我要打發他攻擊褻瀆的~、吩
26:15 你增添~、你增添國民．你得
26:15 你增添~．你得了榮耀、又擴
51: 4 我的~哪、要向我側耳．因為
52:15 許多~．君王要向他閉口．因
55: 5 你素不認識的~、你也必召來
55: 5 素不認識你的~、也必向你奔
58: 2 好像行義的~、不離棄他們
耶 5: 9 罪呢．豈不報復這樣的~呢。
 5:29 罪呢．豈不報復這樣的~呢。
 7:28 不受教訓的~．從他們的口中
 9: 9 罪呢．豈不報復這樣的~呢。
25: 9 並四圍一切的~、我要將他們
25:11 這些~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
25:12 和那~、並迦勒底人之地、因
25:13 是耶利米向這些~說的預言、
52:25 和檢點~軍長的書記、以及城
52:25 以及城裏所遇見的~六十個人
結 2: 3 差你往悖逆的~以色列人那裏
 7:27 ~的手都發顫、我必照他們的
26: 3 使許多~上來攻擊你、如同海
27:33 就使許多~充足．你以許多資
32:10 我在許多~和君王面前向你掄
32:10 ~就必因你驚奇、君王也必因
36:13 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喪子．
36:14 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喪子．
36:15 也不再使~絆跌．這是主耶和
但 2:43 那~也必與各種人攙雜、卻不
番 2: 1 不知羞恥的~哪、你們應當聚

路23: 2 我們見這人誘惑~、禁止納稅
弗 2:12 在以色列~以外、在所應許的
腓 3:20 我們卻是天上的~．並且等候
啟 1: 6 又使我們成為~、作他父　神
 5:10 又叫他們成為~、作祭司、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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