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剪除 聖經(122次)

新約(0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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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立比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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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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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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歷史書(18)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3)

創世紀(1) 出埃及記(6) 利未記(17) 民數記(6) 申命記(2)
舊約(122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4)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8)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3) 約拿書(0) 彌迦書(3)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3)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36)
詩歌智慧書(18) 約伯記(4) 詩篇(13)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17:14 必從民中~、因他背了我的約
出12:15 酵之餅的、必從以色列中~。
12:19 地的、必從以色列的會中~。
23:23 斯人那裏去．我必將他們~。
30:33 人身上的、這人要從民中~。
30:38 聞香味的、這人要從民中~。
31:14 在這日作工的、必從民中~。
利 7:20 淨而吃了、這人必從民中~。
 7:21 安祭的肉、這人必從民中~。
 7:25 畜的脂油、那人必從民中~。
 7:27 是誰吃血、那人必從民中~。
17: 4 上．他流了血、要從民中~。
17: 9 給耶和華、那人必從民中~。
17:10 血的人變臉、把他從民中~。
17:14 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
18:29 可憎的一件事、必從民中~。
19: 8 華的聖物、那人必從民中~。
20: 3 把他從民中~、因為他把兒女
20: 5 洛行邪淫的人、都從民中~。
20: 6 向那人變臉、把他從民中~。
20:17 他們必在本民的眼前被~．他
20:18 己的血源、二人必從民中~。
22: 3 那人必在我面前~．我是耶和
23:29 不刻苦己心的、必從民中~。
民 4:18 將哥轄人的支派從利未人中~
 9:13 那人要從民中~、因為他在所
15:30 褻瀆了耶和華、必從民中~．
15:31 那人總要~．他的罪孽要歸到
19:13 這人必從以色列中~、因為那
19:20 要將他從會中~、因為他玷污
申12:29 從你面前~、你得了他們的地
19: 1 華你　神將列國之民~的時候
書11:21 色列山地所有的亞衲族人~了
23: 4 我所~和所剩下的各國、從約

撒上20:15 耶和華從地上~你仇敵的時候
24:21 不~我的後裔、在我父家不滅
28: 9 你知道掃羅從國中~交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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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9: 7 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
11:16 直到將以東的男丁盡都~．
14:10 都從以色列中~、必除盡耶羅

14:14 他必~耶羅波安的家．那日期
21:21 自由的、都從以色列中~．

王下 9: 8 自由的、我必從以色列中~．
代上17: 8 ~你的一切仇敵．我必使你得
代下22: 7 和華所膏、使他~亞哈家的。
斯 3:13 全然~、殺戮滅絕、並奪他們
 7: 4 要~殺戮滅絕我們．我們若被
 8:11 ~殺戮滅絕那要攻擊猶大人的
伯 4: 7 滅亡．正直的人、在何處~。
 6: 9 　神把我壓碎、伸手將我~。
18:16 枯乾．上邊、他的枝子要~。
22:20 果然被~、其餘的都被火燒滅
詩12: 3 誇大的舌頭、耶和華必要~。
18:40 跑、叫我能以~那恨我的人。
37: 9 必被~．惟有等候耶和華的、
37:22 地土．被他咒詛的、必被~。
37:28 保佑．但惡人的後裔必被~。
37:34 惡人被~的時候、你必看見。
37:38 必一同滅絕．惡人終必~。
69: 4 要把我~的、甚為強盛．我沒
88:16 過我身．你的驚嚇、把我~。
94:23 他要~他們．耶和華我們的
94:23 耶和華我們的　神要把他們~
101: 8 作孽的、從耶和華的城裏~。
143:12 憑你的慈愛~我的仇敵、滅絕
箴 2:22 惟有惡人必然~．奸詐的、必
賽 9:14 必從以色列中~頭與尾、棕枝
10: 7 心裏倒想毀滅、~不少的國。
11:13 擾害猶大的必被~．以法蓮必
14:22 連子帶孫一併~．這是耶和華
29:20 一切找機會作孽的、都被~．
48: 9 頌讚、向你容忍、不將你~。
48:19 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也不
53: 8 從活人之地被~、是因我百姓
55:13 作為永遠的證據、不能~。
56: 5 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
耶 6: 2 我必~。〔女子就是指民的意
 9:21 要從外邊~孩童、從街上剪除
 9:21 剪除孩童、從街上~少年人。
11:19 將他從活人之地~、使他的名
44: 7 都從猶大中~、不留一人呢．
44: 8 使你們被~、在天下萬國中令

44:11 變臉降災、以致~猶大眾人。
47: 4 ~幫助推羅西頓所剩下的人．
48: 2 我們將他~、不再成國。瑪得
50:16 都~了．他們各人、因怕欺壓
51:62 要~、甚至連人帶牲畜沒有在
結14: 8 並且我要將他從我民中~．你
14:13 那地、將人與牲畜從其中~。
14:17 以致我將人與牲畜從其中~．
14:19 上、好將人與牲畜從其中~．
14:21 將人與牲畜從其中~、豈不更
17:17 為要~多人、法老雖領大軍隊
21: 3 從你中間將義人和惡人一併~
21: 4 我既要從你中間~義人和惡人
25: 7 我必從萬民中~你、使你從萬
25:13 ~人與牲畜、使以東從提幔起
25:16 ~基利提人、滅絕沿海剩下的
29: 8 你、從你中間將人與牲畜~。
30:15 就是訓上．並要~挪的眾人。
35: 7 驚駭．來往經過的人我必~。
但 9:26 必被~、一無所有、必有一王
何 8: 4 為自己製造偶像、以致被~。
摩 1: 5 ~亞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
 1: 8 我必~亞實突的居民、和亞實
 2: 3 我必~摩押中的審判者、將其
俄 1: 5 你何竟被~）豈不偷竊直到夠
 1: 9 至以掃山的人、都被殺戮~。
 1:14 ~他們中間逃脫的．他們遭難
彌 1:16 為你所喜愛的兒女~你的頭髮
 5: 9 過敵人。願你的仇敵都被~。
 5:10 我必從你中間~馬匹、毀壞車
鴻 1:12 也被~、歸於無有。猶大阿、
哈 2:10 你圖謀~多國的民、犯了罪、
番 1: 3 我必將人從地上~。這是耶和
 1: 4 也必從這地方~所剩下的巴力
 1:11 亡了．凡搬運銀子的都被~。
亞13: 8 必~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
14: 2 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
瑪 2:12 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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