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剪除 圣经(122次)

新约(0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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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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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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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历史书(18)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3)

创世纪(1) 出埃及记(6) 利未记(17) 民数记(6) 申命记(2)
旧约(122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4)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8)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3) 约拿书(0) 弥迦书(3)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3)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36)
诗歌智慧书(18) 约伯记(4) 诗篇(13)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17:14 必从民中~、因他背了我的约
出12:15 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
12:19 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
23:23 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
30:33 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
30:38 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
31:14 在这日作工的、必从民中~。
利 7:20 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
 7:21 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
 7:25 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
 7:27 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
17: 4 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
17: 9 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
17:10 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
17:14 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
18:29 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
19: 8 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
20: 3 把他从民中~、因为他把儿女
20: 5 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
20: 6 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
20:17 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他
20:18 己的血源、二人必从民中~。
22: 3 那人必在我面前~．我是耶和
23:29 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
民 4:18 将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
 9:13 那人要从民中~、因为他在所
15:30 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
15:31 那人总要~．他的罪孽要归到
19:13 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因为那
19:20 要将他从会中~、因为他玷污
申12:29 从你面前~、你得了他们的地
19: 1 华你　神将列国之民~的时候
书11:21 色列山地所有的亚衲族人~了
23: 4 我所~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

撒上20:15 耶和华从地上~你仇敌的时候
24:21 不~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
28: 9 你知道扫罗从国中~交鬼的、

撒下 7: 9 ~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
22:41 跑、叫我能以~那恨我的人。

王上 9: 7 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
11:16 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
14:10 都从以色列中~、必除尽耶罗

14:14 他必~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
21:21 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

王下 9: 8 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
代上17: 8 ~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
代下22: 7 和华所膏、使他~亚哈家的。
斯 3:13 全然~、杀戮灭绝、并夺他们
 7: 4 要~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
 8:11 ~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
伯 4: 7 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
 6: 9 　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
18:16 枯干．上边、他的枝子要~。
22:20 果然被~、其余的都被火烧灭
诗12: 3 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
18:40 跑、叫我能以~那恨我的人。
37: 9 必被~．惟有等候耶和华的、
37:22 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
37:28 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
37:34 恶人被~的时候、你必看见。
37:38 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
69: 4 要把我~的、甚为强盛．我没
88:16 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
94:23 他要~他们．耶和华我们的
94:23 耶和华我们的　神要把他们~
101: 8 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
143:12 凭你的慈爱~我的仇敌、灭绝
箴 2:22 惟有恶人必然~．奸诈的、必
赛 9:14 必从以色列中~头与尾、棕枝
10: 7 心里倒想毁灭、~不少的国。
11:13 扰害犹大的必被~．以法莲必
14:22 连子带孙一并~．这是耶和华
29:20 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
48: 9 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
48:19 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也不
53: 8 从活人之地被~、是因我百姓
55:13 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
56: 5 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
耶 6: 2 我必~。〔女子就是指民的意
 9:21 要从外边~孩童、从街上剪除
 9:21 剪除孩童、从街上~少年人。
11:19 将他从活人之地~、使他的名
44: 7 都从犹大中~、不留一人呢．
44: 8 使你们被~、在天下万国中令

44:11 变脸降灾、以致~犹大众人。
47: 4 ~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
48: 2 我们将他~、不再成国。玛得
50:16 都~了．他们各人、因怕欺压
51:62 要~、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
结14: 8 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你
14:13 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
14:17 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
14:19 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
14:21 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岂不更
17:17 为要~多人、法老虽领大军队
21: 3 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
21: 4 我既要从你中间~义人和恶人
25: 7 我必从万民中~你、使你从万
25:13 ~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幔起
25:16 ~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
29: 8 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
30:15 就是训上．并要~挪的众人。
35: 7 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
但 9:26 必被~、一无所有、必有一王
何 8: 4 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
摩 1: 5 ~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
 1: 8 我必~亚实突的居民、和亚实
 2: 3 我必~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
俄 1: 5 你何竟被~）岂不偷窃直到够
 1: 9 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
 1:14 ~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
弥 1:16 为你所喜爱的儿女~你的头发
 5: 9 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
 5:10 我必从你中间~马匹、毁坏车
鸿 1:12 也被~、归于无有。犹大阿、
哈 2:10 你图谋~多国的民、犯了罪、
番 1: 3 我必将人从地上~。这是耶和
 1: 4 也必从这地方~所剩下的巴力
 1:11 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
亚13: 8 必~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
14: 2 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
玛 2:12 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棚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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