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砍 聖經(109次)

新約(21次)
福音書(17)
歷史書(2)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2)
羅馬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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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k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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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歷史書(3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4) 士師記(9)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8)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8)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1)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9)
舊約(88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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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1) 詩篇(6)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49: 6 害人命、任意~斷牛腿大筋．
出34:13 們的柱像、~下他們的木偶。
利26:30 ~下你們的日像、把你們的屍
民13:23 從那裏~了葡萄樹的一枝、上
13:24 色列人從那裏~來的那挂葡萄
申 7: 5 ~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
12: 3 ~下他們雕刻的神像、並將其
19: 5 如人與鄰舍同入樹林~伐樹木
19: 5 手拿斧子一~、本想砍下樹木
19: 5 本想~下樹木、不料、斧頭脫
20:19 就不可舉斧子~壞樹木、因為
20:19 不可~伐．田間的樹木豈是人
20:20 可以毀壞~伐、用以修築營壘
25:12 就要~斷婦人的手、眼不可顧
書11: 6 你要~斷他們馬的蹄筋、用火
11: 9 ~斷他們馬的蹄筋、用火焚燒
17:15 人之地、在樹林中~伐樹木。
17:18 雖是樹林你也可以~伐、靠近
士 1: 6 住他、~斷他手腳的大姆指。
 1: 7 手腳的大姆指都被我~斷、在
 6:25 所築的壇、~下壇旁的木偶。
 6:26 祭、用你所~下的木偶作柴。
 6:28 壇旁的木偶~下、第二隻牛獻
 6:30 巴力的壇、~下壇旁的木偶。
 9:48 ~下一根樹枝、扛在肩上、對
 9:49 眾人就各~一枝、跟隨亞比米
15: 8 連腿帶腰都~斷了．他便下去

撒下 4:12 ~斷他們的手腳、挂在希伯崙
 8: 4 將拉戰車的馬~斷蹄筋、但留
16: 6 又拿石頭~大衛王和王的臣僕
16:13 又拿石頭~他、拿土揚他。

王上 5: 6 在利巴嫩為我~伐香柏木、我
 5: 6 沒有人像西頓人善於~伐樹木
15:13 亞撒~下他的偶像、燒在汲淪

王下 3:19 ~伐各種佳樹、塞住一切水泉
 3:25 ~伐各種佳樹、只剩下吉珥哈
 6: 4 到了約但河、就~伐樹木。
 6: 5 有一人~樹的時候、斧頭掉在
 6: 6 以利沙~了一根木頭、拋在水
18: 4 ~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銅
19:23 我要~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樹、
23:14 ~下木偶、將人的骨頭充滿了

代上18: 4 將拉戰車的馬~斷蹄筋．但留
代下 2: 8 你的僕人善於~伐利巴嫩的樹

 2:10 你的僕人~伐樹木、我必給他
 2:16 從利巴嫩~伐樹木、紮成筏子
14: 3 丘壇、打碎柱像、~下木偶、
15:16 亞撒~下他的偶像、搗得粉碎
31: 1 ~斷木偶．又在猶大、便雅憫
34: 4 ~斷壇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
34: 7 ~斷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
伯14: 7 樹若被~下、還可指望發芽、
詩58: 7 箭的時候、願箭頭彷彿~斷。
74: 5 人揚起斧子、~伐林中的樹。
75:10 我要~斷．惟有義人的角、必
80:16 這樹已經被火焚燒被刀~伐．
107:16 他打破了銅門、~斷了鐵閂。
129: 4 義的．他~斷了惡人的繩索。
箴26: 6 是~斷自己的腳、自受損害。
賽 6:13 雖被~伐、樹橔子、卻仍存留
 9:10 桑樹~了、我們卻要換香柏樹
10:15 豈可向用斧~木的自誇呢．鋸
10:33 長高的必被~下、高大的必被
10:34 他要用鐵器~下、利巴嫩的樹
14: 8 仆倒、再無人上來~伐我們。
14:12 列國的、何竟被~倒在地上。
18: 5 去嫩枝、又~掉蔓延的枝條。
22:25 被~斷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擔
37:24 我要~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樹、
44:14 他~伐香柏樹、又取柞〔或作
45: 2 我必打破銅門、~斷鐵閂。
51: 9 從前~碎拉哈伯、刺透大魚的
耶 6: 6 你們要~伐樹木、築壘攻打耶
10: 3 們在樹林中用斧子~伐一棵樹
22: 7 他們要~下你佳美的香柏樹、
46:22 如~伐樹木的手拿斧子攻擊他
46:23 敵人卻要~伐、因他們多於蝗
48:25 摩押的角~斷了、摩押的膀臂
50:23 何竟~斷破壞．巴比倫在列國
哀 2: 3 全然~斷、在仇敵面前收回右
結 5: 2 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圍用刀~碎
 6: 6 你們的日像被~倒、你們的工
28: 7 他們必拔刀~壞你用智慧得來
31:12 將他~斷棄掉．他的枝條落在

但 4:14 ~下枝子、搖掉葉子、拋散果
 4:23 將這樹~伐毀壞、樹橔卻要留
何 6: 5 我藉先知~伐他們、以我口中
摩 3:14 壇角必被~下、墜落於地。
太 3:10 的樹、就~下來、丟在火裏。
 5:30 就~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
 7:19 的樹、就~下來、丟在火裏。
18: 8 就~下來丟掉．你缺一隻手、
21: 8 還有人~下樹枝來鋪在路上。
26:51 將大祭司的僕人~了一刀、削
可 5: 5 山中喊叫、又用石頭~自己。
 9:43 手叫你跌倒、就把他~下來．
 9:45 腳叫你跌倒、就把他~下來．
11: 8 也有人把田間的樹枝~下來、
14:47 將大祭司的僕人~了一刀、削
路 3: 9 子的樹、就~下來丟在火裏。
13: 7 把他~了吧．何必白佔地土呢
13: 9 果子便罷．不然再把他~了。
22:49 阿、我們拿刀~可以不可以。
22:50 把大祭司的僕人~了一刀、削
約18:10 將大祭司的僕人~了一刀、削
徒27:32 於是兵丁~斷小船的繩子、由
27:40 於是~斷纜索、棄錨在海裏、
羅11:22 裏．不然、你也要被~下來。
11:24 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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