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砍 圣经(109次)

新约(21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2)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2)
罗马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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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历史书(37)

预言书(0)

约书亚记(4) 士师记(9)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8)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8)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2) 申命记(9)
旧约(88次)

以赛亚书(13)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7)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1) 诗篇(6)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49: 6 害人命、任意~断牛腿大筋．
出34:13 们的柱像、~下他们的木偶。
利26:30 ~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
民13:23 从那里~了葡萄树的一枝、上
13:24 色列人从那里~来的那挂葡萄
申 7: 5 ~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
12: 3 ~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
19: 5 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伐树木
19: 5 手拿斧子一~、本想砍下树木
19: 5 本想~下树木、不料、斧头脱
20:19 就不可举斧子~坏树木、因为
20:19 不可~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
20:20 可以毁坏~伐、用以修筑营垒
25:12 就要~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
书11: 6 你要~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
11: 9 ~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
17:15 人之地、在树林中~伐树木。
17:18 虽是树林你也可以~伐、靠近
士 1: 6 住他、~断他手脚的大姆指。
 1: 7 手脚的大姆指都被我~断、在
 6:25 所筑的坛、~下坛旁的木偶。
 6:26 祭、用你所~下的木偶作柴。
 6:28 坛旁的木偶~下、第二只牛献
 6:30 巴力的坛、~下坛旁的木偶。
 9:48 ~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
 9:49 众人就各~一枝、跟随亚比米
15: 8 连腿带腰都~断了．他便下去

撒下 4:12 ~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仑
 8: 4 将拉战车的马~断蹄筋、但留
16: 6 又拿石头~大卫王和王的臣仆
16:13 又拿石头~他、拿土扬他。

王上 5: 6 在利巴嫩为我~伐香柏木、我
 5: 6 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伐树木
15:13 亚撒~下他的偶像、烧在汲沦

王下 3:19 ~伐各种佳树、塞住一切水泉
 3:25 ~伐各种佳树、只剩下吉珥哈
 6: 4 到了约但河、就~伐树木。
 6: 5 有一人~树的时候、斧头掉在
 6: 6 以利沙~了一根木头、抛在水
18: 4 ~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
19:23 我要~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
23:14 ~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

代上18: 4 将拉战车的马~断蹄筋．但留
代下 2: 8 你的仆人善于~伐利巴嫩的树

 2:10 你的仆人~伐树木、我必给他
 2:16 从利巴嫩~伐树木、扎成筏子
14: 3 丘坛、打碎柱像、~下木偶、
15:16 亚撒~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
31: 1 ~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
34: 4 ~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
34: 7 ~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
伯14: 7 树若被~下、还可指望发芽、
诗58: 7 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断。
74: 5 人扬起斧子、~伐林中的树。
75:10 我要~断．惟有义人的角、必
80:16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伐．
107:16 他打破了铜门、~断了铁闩。
129: 4 义的．他~断了恶人的绳索。
箴26: 6 是~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
赛 6:13 虽被~伐、树橔子、却仍存留
 9:10 桑树~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
10:15 岂可向用斧~木的自夸呢．锯
10:33 长高的必被~下、高大的必被
10:34 他要用铁器~下、利巴嫩的树
14: 8 仆倒、再无人上来~伐我们。
14:12 列国的、何竟被~倒在地上。
18: 5 去嫩枝、又~掉蔓延的枝条。
22:25 被~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
37:24 我要~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
44:14 他~伐香柏树、又取柞〔或作
45: 2 我必打破铜门、~断铁闩。
51: 9 从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
耶 6: 6 你们要~伐树木、筑垒攻打耶
10: 3 们在树林中用斧子~伐一棵树
22: 7 他们要~下你佳美的香柏树、
46:22 如~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
46:23 敌人却要~伐、因他们多于蝗
48:25 摩押的角~断了、摩押的膀臂
50:23 何竟~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
哀 2: 3 全然~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
结 5: 2 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碎
 6: 6 你们的日像被~倒、你们的工
28: 7 他们必拔刀~坏你用智慧得来
31:12 将他~断弃掉．他的枝条落在

但 4:14 ~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
 4:23 将这树~伐毁坏、树橔却要留
何 6: 5 我借先知~伐他们、以我口中
摩 3:14 坛角必被~下、坠落于地。
太 3:10 的树、就~下来、丢在火里。
 5:30 就~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
 7:19 的树、就~下来、丢在火里。
18: 8 就~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
21: 8 还有人~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26:51 将大祭司的仆人~了一刀、削
可 5: 5 山中喊叫、又用石头~自己。
 9:43 手叫你跌倒、就把他~下来．
 9:45 脚叫你跌倒、就把他~下来．
11: 8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下来、
14:47 将大祭司的仆人~了一刀、削
路 3: 9 子的树、就~下来丢在火里。
13: 7 把他~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
13: 9 果子便罢．不然再把他~了。
22:49 阿、我们拿刀~可以不可以。
22:50 把大祭司的仆人~了一刀、削
约18:10 将大祭司的仆人~了一刀、削
徒27:32 于是兵丁~断小船的绳子、由
27:40 于是~断缆索、弃锚在海里、
罗11:22 里．不然、你也要被~下来。
11:24 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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