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離棄 聖經(128次)

新約(19次)
福音書(4)
歷史書(2)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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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3)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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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2)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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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歷史書(37)

預言書(1)

約書亞記(2)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16)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5)
舊約(109次)

以賽亞書(14) 耶利米書(1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6)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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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詩歌智慧書(26) 約伯記(3) 詩篇(15) 箴言(8) 傳道書(0) 雅歌(0)

創28:15 總不~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
申28:20 耶和華因你行惡~他、必在你
29:25 是因這地的人~了耶和華他們
31:16 ~我、違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31:17 我也必~他們、掩面不顧他們
32:15 便~造他的　神、輕看救他的
書24:16 我們斷不敢~耶和華去事奉別
24:20 你們若~耶和華去事奉外邦神
士 2:12 ~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
 2:13 並~耶和華、去事奉巴力和亞
10: 6 的神．~耶和華、不事奉他。
10:10 因為~了我們　神、去事奉諸
10:13 你們竟~我、事奉別神．所以

撒上 8: 8 他們常常~我、事奉別神、現
12:10 我們~耶和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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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他們列祖出

11:33 因為他~我、敬拜西頓人的女
18:18 因為你們~耶和華的誡命、去

王下17:16 ~耶和華他們　神的一切誡命
21:22 ~耶和華他列祖的　神、不遵
22:17 因為他們~我、向別神燒香、

代上28: 9 你若~他、他必永遠丟棄你。
代下 7:22 是因此地的人~耶和華他們列

12: 1 就~耶和華的律法、以色列人
12: 5 你們~了我、所以我使你們落
13:10 我們並沒有~他．我們有事奉
13:11 　神的命．惟有你們~了他。
15: 2 你們若~他、他必離棄你們。
15: 2 你們若離棄他、他必~你們。
21:10 因為約蘭~耶和華他列祖的
24:18 他們~耶和華他們列祖　神的
24:20 因為你們~耶和華、所以他也
24:20 棄耶和華、所以他也~你們。
24:24 是因猶大人~耶和華他們列祖
25:27 自從亞瑪謝~耶和華之後、在
28: 6 因為他們~了耶和華他們列祖
29: 6 ~他、轉臉背向他的居所、
34:25 因為他們~我、向別神燒香、
拉 8:22 和忿怒、必攻擊一切~他的。
 9:10 因為我們已經~你的命令、
尼10:39 我們就不~我們　神的殿。

13:11 為何~　神的殿呢．我便招聚
伯 6:14 ~全能者、不敬畏　神的人、
 6:18 結伴的客旅~大道、順河偏行
20:19 且又~．強取非自己所蓋的房
詩 9:10 你．因你沒有~尋求你的人。
22: 1 為甚麼~我．為甚麼遠離不救
27: 9 不要丟掉我、也不要~我。
27:10 我父母~我、耶和華必收留我
37: 8 ~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致
71: 9 衰弱的時候、求你不要~我。
71:11 　神已經~他．我們追趕他、
71:18 求你不要~我、等我將你的能
73:27 凡~你行邪淫的、你都滅絕了
78:60 甚至他~示羅的帳幕、就是他
89:30 倘若他的子孫~我的律法、不
94:14 他的百姓、也不~他的產業。
119:53 我見惡人~你的律法、就怒氣
119:87 滅絕、但我沒有~你的訓詞。
138: 8 存．求你不要~你手所造的。
箴 1: 8 不可~你母親的法則〔或作指
 2:17 他~幼年的配偶、忘了　神的
 4: 2 不可~我的法則〔或作指教〕
 4: 6 不可~智慧、智慧就護衛你．
 5: 7 聽從我、不可~我口中的話。
 6:20 不可~你母親的法則．〔或作
27:10 你都不可~．你遭難的日子、
28:13 承認~罪過的、必蒙憐恤。
賽 1: 4 他們~耶和華、藐視以色列的
 1:28 亡、~耶和華的、必致消滅。
 2: 6 你~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
27:10 成了撇下~的居所、像曠野一
30:11 你們要~正道、偏離直路．不
32:14 多民的城必被~．山岡望樓永
41:17 我以色列的　神必不~他們。
42:16 些事我都要行、並不~他們。
49:14 耶和華~了我、主忘記了我。
54: 6 如召被~心中憂傷的妻、就是
54: 7 我~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
55: 7 惡人當~自己的道路．不義的
58: 2 不~他們　神的典章、向我求
65:11 但你們這些~耶和華、忘記我
耶 1:16 就是~我、向別神燒香、跪拜

 2:13 就是~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
 2:17 引你行路的時候、你~他麼。
 2:19 此可知可見你~耶和華你的
 5: 7 你的兒女~我、又指著那不是
 5:19 你們怎樣~耶和華、〔原文作
 7:29 為耶和華丟掉~了惹他忿怒的
 9:13 因為這百姓~我在他們面前所
16:11 因為你們列祖~我、隨從別神
17: 5 心中~耶和華的、那人有禍了
17:13 凡~你的、必至蒙羞。耶和華
17:13 因為他們~我這活水的泉源。
17:16 我並沒有急忙~、也沒有想那
19: 4 並猶大君王~我、將這地方看
22: 9 是因~了耶和華他們　神的約
哀 5:20 忘記我們、為何許久~我們。
結 8:12 見我們、耶和華已經~這地。
 9: 9 耶和華已經~這地、他看不見
20: 8 不~埃及的偶像．我就說、我
何 1: 2 為這地大行淫亂、~耶和華。
 4:10 因為他們~耶和華、不遵他的
 4:12 他們就行淫~　神、不守約束
 7:13 他們因~我、必定有禍、因違
 9: 1 因為你行邪淫~你的　神、在
 9:12 我~他們、他們就有禍了。
拿 2: 8 之神的人、~憐愛他們的主．
太27:46 神、我的　神、為甚麼~我。
可 7: 8 你們是~　神的誡命、拘守人
10:12 妻子若~丈夫另嫁、也是犯姦
15:34 神、我的　神、為甚麼~我。
徒14:15 是叫你們~這些虛妄、歸向那
21:21 ~摩西、對他們說、不要給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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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怎樣~偶像歸向　神、
提前 4: 1 必有人~真道、聽從那引誘人
提後 1:15 凡在亞西亞的人都~我、這是

 4:10 就~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革
 4:16 竟都~我．但願這罪不歸與他
多 1:14 言語、和~真道之人的誡命。
來 3:12 信的惡心、把永生　神~了．
 6: 6 若是~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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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後 2:15 他們~正路、就走差了、隨從
啟 2: 4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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