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滅絕 聖經(148次)

新約(5次)
福音書(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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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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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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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示錄(0)

律法書(31)
歷史書(3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3)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5)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8)

創世紀(2) 出埃及記(4)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22)
舊約(143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2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0)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9) 何西阿書(3) 約珥書(1)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2)
詩歌智慧書(26) 約伯記(4) 詩篇(21)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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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耶和華的、那人必要~。
32:10 將他們~、使你的後裔成為大
33: 3 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們~。
33: 5 必~你們現在你們要把身上的
利26:44 將他們盡行~、也不背棄我與
民16:21 我好在轉眼之間把他們~。
16:45 我好在轉眼之間把他們~．他
申 4:31 不~你、也不忘記他起誓與你
 7: 2 那時你要把他們~淨盡、不可
 7: 4 們發作、就速速的將你們~。
 7:10 將他們~．凡恨他的人必報應
 7:23 的擾亂他們、直到他們~了。
 7:24 立得住、直到你將他們~了。
 9: 3 要~他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
 9: 8 怒、他惱怒你們、要~你們。
 9:14 我要~他們、將他們的名從天
 9:19 要~你們、就甚害怕、但那次
 9:20 要~他、那時我又為亞倫祈禱
 9:25 我因耶和華說要~你們、就在
 9:26 求你不要~你的百姓、他們是
10:10 和華也應允我、不忍將你~。
11: 4 沒他們、將他們~直到今日．
20:17 未人、耶布斯人、都~淨盡．
28:21 將你從所進去得為業的地上~
28:48 在你的頸項上、直到將你~。
28:51 都不給你留下、直到將你~。
31: 3 將這些國民在你們面前~、你
31: 4 同從前待他所~的亞摩利二王
32:25 吃奶的、白髮的、盡都~。
書 9:24 並在你們面前~這地的一切居
24: 8 我也在你們面前、將他們~。
24:20 轉而降禍與你們、把你們~。
士 4:24 迦南王耶賓、直到將他~了。
撒上15: 9 不肯~．凡下賤瘦弱的、盡都

15:18 的亞瑪力人、將他們~淨盡。
28:18 你沒有~他們、所以今日耶和

撒下14: 7 ~那承受家業的。這樣、他們
14:11 不許報血仇的人施行~、恐怕
14:11 恐怕他們~我的兒子。王說、
22:38 ~了他們．未滅以先、我沒有

22:39 我~了他們、打傷了他們、使
王上 3:11 也不求~你仇敵的性命、單求

16:12 心利這樣~巴沙的全家、正如
20:42 因你將我定要~的人放去、你

王下 7:13 樣、快要~）打發人去窺探。
 8:19 仍不肯~猶大、照他所應許大
13: 7 亞蘭王~約哈斯的民、踐踏他
19:11 乃是盡行~．難道你還能得救
19:18 是木頭石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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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
12: 7 我必不~他們．必使他們略得
20:10 列人就離開他們、不~他們。
拉 6:12 將他們~．我大利烏降這旨意
 9:14 將我們~、以致沒有一個剩下
尼 9:31 不全然~他們、也不丟棄他們
斯 3: 6 就要~亞哈隨魯王通國所有的
 3: 9 請下旨意~他們．我就捐一萬
 3:13 殺戮~、並奪他們的財為掠物
 4: 7 並哈曼為~猶大人應許捐入王
 4: 8 傳遍書珊城要~猶大人的旨意
 7: 4 要剪除殺戮~我們．我們若被
 8:11 剪除殺戮~那要攻擊猶大人的
 9:24 就是掣籤、為要殺盡~他們。
伯 9:22 完全人、和惡人、他都~。
13:28 我已經像~的爛物、像蟲蛀的
14:19 塵土．你也照樣~人的指望。
19:26 我這皮肉~之後、我必在肉體
詩 5: 6 你必~．好流人血弄詭詐的、
 9: 5 你曾~惡人．你曾塗抹他們的
10:16 外邦人從他的地已經~了。
18:37 不將他們~、我總不歸回。
21:10 你必從世上~他們的子孫、〔
21:10 果子〕從人間~他們的後裔。
37:38 必一同~．惡人終必剪除。
54: 5 惡．求你憑你的誠實~他們。
73:27 離棄你行邪淫的、你都~了。
78:38 不~他們．而且屢次消他的怒
101: 5 我必將他~．眼目高傲、心裏
101: 8 要~國中所有的惡人．好把一
106:23 所以他說要~他們．若非有他
106:23 忿怒轉消、恐怕他就~他們。

106:34 不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外邦人
112:10 消化．惡人的心願、要歸~。
119:87 他們幾乎把我從世上~、但我
119:92 的律法、早就在苦難中~了。
119:95 要~我．我卻要揣摩你的法度
143:12 ~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
145:20 他的人、卻要~一切的惡人。
箴11: 7 他的指望必~．罪人的盼望、
賽10:22 原來~的事已定．必有公義施
28:22 決定、在全地上施行~的事。
29:20 褻慢人已經~．一切找機會作
37:11 乃是盡行~、難道你還能得救
37:19 是木頭、石頭的、所以~他。
48:19 在我面前必不剪除、也不~。
66:17 他們必一同~．這是耶和華說
耶 5: 6 必~他們、豹子要在城外窺伺
 7:28 民．從他們的口中誠實~了。
 8:13 我必使他們全然~．葡萄樹上
10:25 不但吞了而且~、把他的住處
12: 4 牲畜和飛鳥都~了．他們曾說
13:14 顧惜、不憐憫、以致~他們。
14:12 刀劍、饑荒、瘟疫、~他們。
14:15 其實那些先知必被刀劍饑荒~
16: 4 必被刀劍和饑荒~．他們的屍
24:10 所賜給他們和他們列祖之地~
25: 9 我要將他們盡行~、以致他們
30:11 ~淨盡、卻不將你滅絕淨盡、
30:11 卻不將你~淨盡、倒要從寬懲
44:12 我必使他們盡都~．必在埃及
44:12 必因刀劍饑荒~．從最小的、
44:18 缺乏一切．又因刀劍饑荒~。
46:28 將我所趕你到的那些國~淨盡
46:28 卻不將你~淨盡、倒要從寬懲
49:10 舍、盡都~、他也歸於無有。
51:55 使其中的大聲~．仇敵彷彿眾
結 9: 8 要將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麼
11:13 要將以色列剩下的人~淨盡麼
20:13 忿怒傾在他們身上、~他們．
20:17 們、不在曠野將他們~淨盡。
22:30 使我不~這國．卻找不著一個
25:16 利提人、~沿海剩下的居民。
30: 8 都被~．那時、他們就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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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於無有．埃及的眾民必被~。
37:11 指望失去了、我們~淨盡了。
43: 8 的聖名．所以我發怒~他們。
但 2:12 吩咐~巴比倫所有的哲士．
 2:24 就是王所派~巴比倫哲士的、
 2:24 不要~巴比倫的哲士、求你領
 2:44 卻要打碎~那一切國、這國必
 7:26 奪去、毀壞、~、一直到底。
何 1: 4 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國~。
 4: 5 一同跌倒．我必~你的母親。
10:15 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
珥 1:11 大麥小麥與田間的莊稼都~了
摩 9: 8 必將這國從地上~、卻不將雅
 9: 8 卻不將雅各家~淨盡．這是耶
鴻 1: 9 他必將你們~淨盡．災難不再
 1:15 再從你中間經過他已~淨盡了
亞12: 9 我必定意~來攻擊耶路撒冷各
徒 3:23 知的、必要從民中全然~。』
羅 6: 6 使罪身~、叫我們不再作罪的
林前 1:19 我要~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
帖後 2: 8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他、用
猶 1: 5 後來就把那些不信的~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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