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弃 圣经(128次)

新约(19次)
福音书(4)
历史书(2)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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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3)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离弃 lí qì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6)
历史书(37)

预言书(1)

约书亚记(2)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16)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5)
旧约(109次)

以赛亚书(14) 耶利米书(1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6)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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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诗歌智慧书(26) 约伯记(3) 诗篇(15) 箴言(8) 传道书(0) 雅歌(0)

创28:15 总不~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
申28:20 耶和华因你行恶~他、必在你
29:25 是因这地的人~了耶和华他们
31:16 ~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31:17 我也必~他们、掩面不顾他们
32:15 便~造他的　神、轻看救他的
书24:16 我们断不敢~耶和华去事奉别
24:20 你们若~耶和华去事奉外邦神
士 2:12 ~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2:13 并~耶和华、去事奉巴力和亚
10: 6 的神．~耶和华、不事奉他。
10:10 因为~了我们　神、去事奉诸
10:13 你们竟~我、事奉别神．所以

撒上 8: 8 他们常常~我、事奉别神、现
12:10 我们~耶和华、事奉巴力、和

撒下22:23 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
王上 9: 9 是因此地的人~领他们列祖出

11:33 因为他~我、敬拜西顿人的女
18:18 因为你们~耶和华的诫命、去

王下17:16 ~耶和华他们　神的一切诫命
21:22 ~耶和华他列祖的　神、不遵
22:17 因为他们~我、向别神烧香、

代上28: 9 你若~他、他必永远丢弃你。
代下 7:22 是因此地的人~耶和华他们列

12: 1 就~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
12: 5 你们~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
13:10 我们并没有~他．我们有事奉
13:11 　神的命．惟有你们~了他。
15: 2 你们若~他、他必离弃你们。
15: 2 你们若离弃他、他必~你们。
21:10 因为约兰~耶和华他列祖的
24:18 他们~耶和华他们列祖　神的
24:20 因为你们~耶和华、所以他也
24:20 弃耶和华、所以他也~你们。
24:24 是因犹大人~耶和华他们列祖
25:27 自从亚玛谢~耶和华之后、在
28: 6 因为他们~了耶和华他们列祖
29: 6 ~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
34:25 因为他们~我、向别神烧香、
拉 8:22 和忿怒、必攻击一切~他的。
 9:10 因为我们已经~你的命令、
尼10:39 我们就不~我们　神的殿。

13:11 为何~　神的殿呢．我便招聚
伯 6:14 ~全能者、不敬畏　神的人、
 6:18 结伴的客旅~大道、顺河偏行
20:19 且又~．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
诗 9:10 你．因你没有~寻求你的人。
22: 1 为什么~我．为什么远离不救
27: 9 不要丢掉我、也不要~我。
27:10 我父母~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37: 8 ~忿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
71: 9 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我。
71:11 　神已经~他．我们追赶他、
71:18 求你不要~我、等我将你的能
73:27 凡~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
78:60 甚至他~示罗的帐幕、就是他
89:30 倘若他的子孙~我的律法、不
94:14 他的百姓、也不~他的产业。
119:53 我见恶人~你的律法、就怒气
119:87 灭绝、但我没有~你的训词。
138: 8 存．求你不要~你手所造的。
箴 1: 8 不可~你母亲的法则〔或作指
 2:17 他~幼年的配偶、忘了　神的
 4: 2 不可~我的法则〔或作指教〕
 4: 6 不可~智慧、智慧就护卫你．
 5: 7 听从我、不可~我口中的话。
 6:20 不可~你母亲的法则．〔或作
27:10 你都不可~．你遭难的日子、
28:13 承认~罪过的、必蒙怜恤。
赛 1: 4 他们~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
 1:28 亡、~耶和华的、必致消灭。
 2: 6 你~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
27:10 成了撇下~的居所、像旷野一
30:11 你们要~正道、偏离直路．不
32:14 多民的城必被~．山冈望楼永
41:17 我以色列的　神必不~他们。
42:16 些事我都要行、并不~他们。
49:14 耶和华~了我、主忘记了我。
54: 6 如召被~心中忧伤的妻、就是
54: 7 我~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
55: 7 恶人当~自己的道路．不义的
58: 2 不~他们　神的典章、向我求
65:11 但你们这些~耶和华、忘记我
耶 1:16 就是~我、向别神烧香、跪拜

 2:13 就是~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
 2:17 引你行路的时候、你~他么。
 2:19 此可知可见你~耶和华你的
 5: 7 你的儿女~我、又指着那不是
 5:19 你们怎样~耶和华、〔原文作
 7:29 为耶和华丢掉~了惹他忿怒的
 9:13 因为这百姓~我在他们面前所
16:11 因为你们列祖~我、随从别神
17: 5 心中~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
17:13 凡~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
17:13 因为他们~我这活水的泉源。
17:16 我并没有急忙~、也没有想那
19: 4 并犹大君王~我、将这地方看
22: 9 是因~了耶和华他们　神的约
哀 5:20 忘记我们、为何许久~我们。
结 8:12 见我们、耶和华已经~这地。
 9: 9 耶和华已经~这地、他看不见
20: 8 不~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
何 1: 2 为这地大行淫乱、~耶和华。
 4:10 因为他们~耶和华、不遵他的
 4:12 他们就行淫~　神、不守约束
 7:13 他们因~我、必定有祸、因违
 9: 1 因为你行邪淫~你的　神、在
 9:12 我~他们、他们就有祸了。
拿 2: 8 之神的人、~怜爱他们的主．
太27:46 神、我的　神、为什么~我。
可 7: 8 你们是~　神的诫命、拘守人
10:12 妻子若~丈夫另嫁、也是犯奸
15:34 神、我的　神、为什么~我。
徒14:15 是叫你们~这些虚妄、归向那
21:21 ~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

林前 7:11 夫和好．丈夫也不可~妻子。
 7:12 和他同住、他就不要~妻子。
 7:13 和他同住、他就不要~丈夫。

帖前 1: 9 你们是怎样~偶像归向　神、
提前 4: 1 必有人~真道、听从那引诱人
提后 1:15 凡在亚西亚的人都~我、这是

 4:10 就~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革
 4:16 竟都~我．但愿这罪不归与他
多 1:14 言语、和~真道之人的诫命。
来 3:12 信的恶心、把永生　神~了．
 6: 6 若是~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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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后 2:15 他们~正路、就走差了、随从
启 2: 4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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