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擊殺 聖經(115次)

新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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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擊殺 jī s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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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22)
歷史書(77)

預言書(1)

約書亞記(25) 士師記(1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9) 撒母耳記下(8)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1) 
歷代志上(4)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2)

創世紀(2) 出埃及記(7) 利未記(0) 民數記(6) 申命記(7)
舊約(114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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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0) 詩篇(8)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32: 8 以掃若來~這一隊、剩下的那
34:30 他們必聚集來~我、我和全家
出12:12 都~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
12:13 我~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
12:23 因為耶和華要巡行~埃及人、
12:23 命的進你們的房屋、~你們。
12:27 他~埃及人、越過以色列人的
19:22 潔、恐怕我忽然出來~他們。
19:24 前、恐怕我忽然出來~他們。
民 3:13 我在埃及地~一切頭生的那日
 8:17 我在埃及地~一切頭生的那天
11:33 作、用最重的災殃~了他們。
14:12 我要用瘟疫~他們、使他們不
25:17 你要擾害米甸人、~他們．
33: 4 就是耶和華在他們中間所~的
申 1: 4 他已經~了住希實本的亞摩利
 2:33 的兒子、並他的眾民都~了。
 4:46 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所~的
 7: 2 耶和華你　神將他們交給你~
19:11 起來~他、以致於死、便逃到
25:18 ~你儘後邊軟弱的人、並不敬
29: 7 我們交戰、我們就~了他們、
書 7: 5 艾城的人~了他們三十六人．
 8:21 就轉身回去、~艾城的人。
 8:22 於是以色列人~他們、沒有留
 9:18 所以以色列人不~他們．全會
10:10 ~他們直到亞西加、和瑪基大
10:19 ~他們儘後邊的人、不容他們
10:28 用刀~城中的人、和王．將其
10:30 用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沒
10:32 用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是
10:33 約書亞就把他和他的民都~了
10:35 用刀~了城中的人．那日約書
10:37 都~了、沒有留下一個．是照
10:40 這樣約書亞~全地的人、就是
11: 8 以色列人就~他們、追趕他們
11: 8 將他們~、沒有留下一個。
11:10 用刀~夏瑣王．素來夏瑣在這
11:11 以色列人用刀~城中的人口、
11:12 用刀~他們、將他們盡行殺滅
11:14 惟有一切人口都用刀~、直到
12: 1 在約但河外向日出之地~二王

12: 6 華僕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的
12: 7 以色列人在約但河西~了諸王
13:12 人、都是摩西所~所趕逐的。
13:21 ~了．這都是住那地屬西宏為
19:47 用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
士 1: 4 中．他們在比色~了一萬人。
 1:17 ~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將城盡
 1:25 他們就用刀~了城中的居民、
 3:29 那時~了摩押人約有一萬、都
 7:22 耶和華使全營的人用刀互相~
 9:43 從城裏出來、就起來~他們。
 9:44 兩隊直闖到田間、~了眾人。
11:21 以色列人就~他們、得了亞摩
12: 4 基列人~以法蓮人、是因他們
14:19 就下到亞實基倫~了三十個人
15: 8 參孫就大大~他們、連腿帶腰
15:15 就伸手拾起來用以~一千人。
21:10 列雅比人連婦女帶孩子都~了

撒上 6:19 就~了他們七十人．那時有五
 6:19 百姓因耶和華大大~他們、就
 7:11 人、~他們直到伯甲的下邊。
11:11 ~他們直到太陽近午、剩下的
14:20 看見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大
14:30 ~的非利士人、豈不更多麼。
14:31 這日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從
27: 9 大衛~那地的人、無論男女都
30:17 ~他們．除了四百騎駱駝的少

撒下 1: 1 大衛~亞瑪力人回來、在洗革
 5:20 在那裏~非利士人、說、耶和
 6: 7 因這錯誤~他、他就死在　神
 6: 8 大衛因耶和華~〔原文作闖殺
 8:13 大衛在鹽谷~了亞蘭〔或作以
23: 8 長的統領、一時~了八百人。
23:10 他起來~非利士人、直到手臂
23:12 ~非利士人、救護了那田．耶

王上11:24 大衛~瑣巴人的時候、利遜招
20:21 城攻打車馬、大大~亞蘭人。

王下 3:23 必是三王互相~、俱都滅亡．
 6:21 我父阿、我可以~他們麼。
 6:22 不可~他們．就是你用刀用弓
 6:22 豈可~他們麼。〔或作也不可
 6:22 或作也不可~何況這些人呢〕

 9: 7 你要~你主人亞哈的全家、我
15:10 在百姓面前~他、篡了他的位
15:16 ~城中一切的人、剖開其中所
15:25 加．比加~他、篡了他的位。
15:30 子比加、~他、篡了他的位。
25:21 倫王就把他們~在哈馬地的利

代上11:14 ~非利士人、救護了那田．耶
13:10 因他伸手扶住約櫃~他、他就
13:11 大衛因耶和華~〔原文作闖殺
18:12 亞比篩在鹽谷~了以東一萬八

代下20:22 和華就派伏兵~那來攻擊猶大
20:23 ~住西珥山的人、將他們滅盡
20:23 人之後、他們又彼此自相~。
斯 9: 2 下手~那要害他們的人．無人
 9: 5 猶大人用刀~一切仇敵、任意
詩78:51 在埃及~一切長子、在含的帳
78:51 棚中、~他們強壯時頭生的。
89:23 碎他的敵人、~那恨他的人。
105:36 他又~他們國內一切的長子、
135: 8 生的、連人帶牲畜、都~了。
135:10 他~許多的民、又殺戮大能的
136:10 稱謝那~埃及人之長子的、因
136:17 稱謝那~大君王的、因他的慈
耶18:21 他們的少年人在陣上被刀~。
21: 7 巴比倫王必用刀~他們、不顧
52:27 倫王就把他們~在哈馬地的利
結 9: 5 以行~．你們的眼不要顧惜、
 9: 7 吧．他們就出去、在城中~。
 9: 8 他們~的時候、我被留下、我
32:15 又~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時、
啟19:15 可以~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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