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灭绝 圣经(148次)

新约(5次)
福音书(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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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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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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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0)

律法书(31)
历史书(35)

预言书(0)

约书亚记(3)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5)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8)

创世纪(2) 出埃及记(4) 利未记(1) 民数记(2) 申命记(22)
旧约(143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2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9) 何西阿书(3) 约珥书(1)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42)
诗歌智慧书(26) 约伯记(4) 诗篇(21)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 9:11 不再被洪水~、也不再有洪水
34:30 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
出22:20 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
32:10 将他们~、使你的后裔成为大
33: 3 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
33: 5 必~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
利26:44 将他们尽行~、也不背弃我与
民16:21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
16:45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他
申 4:31 不~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
 7: 2 那时你要把他们~净尽、不可
 7: 4 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
 7:10 将他们~．凡恨他的人必报应
 7:23 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了。
 7:24 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了。
 9: 3 要~他们、将他们制伏在你面
 9: 8 怒、他恼怒你们、要~你们。
 9:14 我要~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
 9:19 要~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
 9:20 要~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9:25 我因耶和华说要~你们、就在
 9:26 求你不要~你的百姓、他们是
10:10 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
11: 4 没他们、将他们~直到今日．
20:17 未人、耶布斯人、都~净尽．
28:21 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28:48 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
28:51 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
31: 3 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你
31: 4 同从前待他所~的亚摩利二王
32:25 吃奶的、白发的、尽都~。
书 9:24 并在你们面前~这地的一切居
24: 8 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
24:20 转而降祸与你们、把你们~。
士 4:24 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了。
撒上15: 9 不肯~．凡下贱瘦弱的、尽都

15:18 的亚玛力人、将他们~净尽。
28:18 你没有~他们、所以今日耶和

撒下14: 7 ~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
14:11 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恐怕
14:11 恐怕他们~我的儿子。王说、
22:38 ~了他们．未灭以先、我没有

22:39 我~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
王上 3:11 也不求~你仇敌的性命、单求

16:12 心利这样~巴沙的全家、正如
20:42 因你将我定要~的人放去、你

王下 7:13 样、快要~）打发人去窥探。
 8:19 仍不肯~犹大、照他所应许大
13: 7 亚兰王~约哈斯的民、践踏他
19:11 乃是尽行~．难道你还能得救
19:18 是木头石头的．所以~他。

代下 1:11 也不求~那恨你之人的性命、
 8: 8 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的、所罗
12: 7 我必不~他们．必使他们略得
20:10 列人就离开他们、不~他们。
拉 6:12 将他们~．我大利乌降这旨意
 9:14 将我们~、以致没有一个剩下
尼 9:31 不全然~他们、也不丢弃他们
斯 3: 6 就要~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
 3: 9 请下旨意~他们．我就捐一万
 3:13 杀戮~、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
 4: 7 并哈曼为~犹大人应许捐入王
 4: 8 传遍书珊城要~犹大人的旨意
 7: 4 要剪除杀戮~我们．我们若被
 8:11 剪除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
 9:24 就是掣签、为要杀尽~他们。
伯 9:22 完全人、和恶人、他都~。
13:28 我已经像~的烂物、像虫蛀的
14:19 尘土．你也照样~人的指望。
19:26 我这皮肉~之后、我必在肉体
诗 5: 6 你必~．好流人血弄诡诈的、
 9: 5 你曾~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
10:16 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了。
18:37 不将他们~、我总不归回。
21:10 你必从世上~他们的子孙、〔
21:10 果子〕从人间~他们的后裔。
37:38 必一同~．恶人终必剪除。
54: 5 恶．求你凭你的诚实~他们。
73:27 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了。
78:38 不~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
101: 5 我必将他~．眼目高傲、心里
101: 8 要~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
106:23 所以他说要~他们．若非有他
106:23 忿怒转消、恐怕他就~他们。

106:34 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外邦人
112:10 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
119:87 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但我
119:92 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了。
119:95 要~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
143:12 ~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
145:20 他的人、却要~一切的恶人。
箴11: 7 他的指望必~．罪人的盼望、
赛10:22 原来~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
28:22 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的事。
29:20 亵慢人已经~．一切找机会作
37:11 乃是尽行~、难道你还能得救
37:19 是木头、石头的、所以~他。
48:19 在我面前必不剪除、也不~。
66:17 他们必一同~．这是耶和华说
耶 5: 6 必~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
 7:28 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了。
 8:13 我必使他们全然~．葡萄树上
10:25 不但吞了而且~、把他的住处
12: 4 牲畜和飞鸟都~了．他们曾说
13:14 顾惜、不怜悯、以致~他们。
14:12 刀剑、饥荒、瘟疫、~他们。
14:15 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
16: 4 必被刀剑和饥荒~．他们的尸
24:10 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
25: 9 我要将他们尽行~、以致他们
30:11 ~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
30:11 却不将你~净尽、倒要从宽惩
44:12 我必使他们尽都~．必在埃及
44:12 必因刀剑饥荒~．从最小的、
44:18 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
46:28 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净尽
46:28 却不将你~净尽、倒要从宽惩
49:10 舍、尽都~、他也归于无有。
51:55 使其中的大声~．仇敌仿佛众
结 9: 8 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么
11:13 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净尽么
20:13 忿怒倾在他们身上、~他们．
20:17 们、不在旷野将他们~净尽。
22:30 使我不~这国．却找不着一个
25:16 利提人、~沿海剩下的居民。
30: 8 都被~．那时、他们就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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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
37:11 指望失去了、我们~净尽了。
43: 8 的圣名．所以我发怒~他们。
但 2:12 吩咐~巴比伦所有的哲士．
 2:24 就是王所派~巴比伦哲士的、
 2:24 不要~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
 2:44 却要打碎~那一切国、这国必
 7:26 夺去、毁坏、~、一直到底。
何 1: 4 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
 4: 5 一同跌倒．我必~你的母亲。
10:15 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
珥 1:11 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了
摩 9: 8 必将这国从地上~、却不将雅
 9: 8 却不将雅各家~净尽．这是耶
鸿 1: 9 他必将你们~净尽．灾难不再
 1:15 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净尽了
亚12: 9 我必定意~来攻击耶路撒冷各
徒 3:23 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
罗 6: 6 使罪身~、叫我们不再作罪的
林前 1:19 我要~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
帖后 2: 8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他、用
犹 1: 5 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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