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毁坏 圣经(107次)

新约(9次)
福音书(3)
历史书(1)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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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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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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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书(20)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98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2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8)
小先知书(15) 何西阿书(3) 约珥书(2)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2)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2)

大先知书(40)
诗歌智慧书(17) 约伯记(4) 诗篇(10)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1)

创 9:11 灭绝、也不再有洪水~地了。
 9:15 水就再不泛滥~一切有血肉的
利26:30 我又要~你们的丘坛、砍下你
民24:17 破摩押的四角、~扰乱之子。
申12: 2 山、在各青翠树下、都~了。
20:20 可以~砍伐、用以修筑营垒、
书22:33 迦得人、~他们所住的地了。
士 6: 4 ~土产、直到迦萨、没有给以
 6: 5 无数、都进入国内、~全地。
16:24 我们的神将~我们地、杀害我

撒上 6: 5 和~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
撒下20:19 你为何要~以色列中的大城、

20:20 约押回答说、我决不吞灭~。
王上18:30 他便重修已经~耶和华的坛。

19:10 ~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
19:14 ~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

王下10:27 ~了巴力柱像、拆毁了巴力庙
18: 4 ~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
21: 3 新建筑他父希西家所~的丘坛
24:13 都~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代上20: 1 ~亚扪人的地、围攻拉巴。大
代下14:15 又~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

28:24 ~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
34:11 与栋梁、修犹大王所~的殿。
36:19 宫殿、~了城里宝贵的器皿。
拉 9: 9 修其~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
伯 4:19 尘土里、被蠹虫所~的人呢。
22:16 根基~、好像被江河冲去．
30:13 的、~我的道、加增我的灾。
30:14 口．在~之间、滚在我身上。
诗 9: 6 他们被~、直到永远．你拆毁
11: 3 根基若~、义人还能作什么呢
28: 5 他就必~他们、不建立他们。
57: 1 调用休要~。〕　神阿、求你
58: 1 调用休要~。〕世人哪、你们
59: 1 调用休要~。〕我的　神阿、
62: 3 把他~、如同毁坏歪斜的墙、
62: 3 如同~歪斜的墙、将倒的壁、
75: 1 调用休要~。〕　神阿、我们
105:33 花果树、~他们境内的树木。
箴24:15 人的家．不要~他安居之所。
25:28 心、好像~的城邑没有墙垣。

歌 2:15 就是~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
赛 3:12 你走错、并~你所行的道路。
10:27 断。〔或作因膏油的缘故~〕
49:17 ~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
49:19 并你被~之地、现今众民居住
65: 8 不要~、因为福在其中．我因
耶 1:10 ~、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4: 7 是~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
 4:20 ~的信息连络不绝．因为全地
 4:20 忽然~、我的幔子、顷刻破裂
 5:10 施行~．但不可毁坏净尽、只
 5:10 但不可~净尽、只可除掉他的
 5:17 又必用刀~你所倚靠的坚固城
 6: 5 我们夜间上去、~他的宫殿。
10:20 我的帐棚~、我的绳索折断。
12:10 许多牧人~我的葡萄园、践踏
15: 6 你、~你．我后悔甚不耐烦。
17:18 他们、以加倍的~毁坏他们。
17:18 他们、以加倍的毁坏~他们。
18: 7 国、说、要拔出、拆毁、~。
31:28 ~、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
48: 1 羞被攻取．米斯迦蒙羞被~。
48: 8 平原必被~．正如耶和华所说
48:18 上来攻击你．~了你的保障。
48:20 摩押因~蒙羞．你们要哀号呼
48:39 摩押何等~、何等哀号、何等
49: 9 而来、岂不~、直到够了呢。
51: 8 巴比伦忽然倾覆~．要为他哀
哀 2: 6 ~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使圣
 2: 9 主将他的门闩~、折断．他的
结16:39 ~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
36:35 这荒废凄凉~的城邑、现在坚
36:36 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之处
但 4:23 将这树砍伐~、树橔却要留在
 7:26 夺去、~、灭绝、一直到底。
 8:11 献给君的燔祭、~君的圣所。
 8:13 和施行~的罪过、将圣所与军
 9:27 那行~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
 9:27 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的身上
11:31 的燔祭、设立那行~可憎的。
12:11 并设立那行~可憎之物的时候
何 2:12 我也必~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

10: 2 他们的祭坛、~他们的柱像。
11: 6 ~门闩、把人吞灭、都因他们
珥 1: 7 它~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
 1:10 因为五谷~、新酒干竭、油也
摩 5: 9 忽遭灭亡、以致保障遭遇~。
弥 5: 6 他们必用刀剑~亚述地和宁录
 5:10 从你中间剪除马匹、~车辆、
鸿 2: 2 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了。
番 2:14 门槛都必~．香柏木已经露出
 3: 6 他们的城楼~．我使他们的街
亚11: 2 佳美的树~．巴珊的橡树阿、
11: 3 因他们荣华的草场~了。有少
玛 1: 4 我们现在虽被~、却要重建荒
 3:11 不容他~你们的土产．你们田
太24:15 那行~可憎的、站在圣地．（
可13:14 你们看见那行~可憎的、站在
约10:10 ~．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
徒 6:14 要~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
罗14:20 不可因食物~　神的工程．凡
林前 3:17 若有人~　神的殿、　神必要

 3:17 　神必要~那人．因为　神的
林后 4:16 外体虽然~、内心却一天新似
来 7:16 大能．〔无穷原文作不能~〕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毁坏 huǐ huài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