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灭亡 圣经(109次)

新约(22次)
福音书(9)
历史书(3)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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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灭亡 miè wáng

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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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历史书(8)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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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5) 申命记(14)
旧约(87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2)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19)
诗歌智慧书(32) 约伯记(11) 诗篇(13) 箴言(7) 传道书(1) 雅歌(0)

利26:38 你们要在列邦中~．仇敌之地
民16:33 照旧合闭、他们就从会中~。
17:12 死啦、我们~啦、都灭亡啦。
17:12 死啦、我们灭亡啦、都~啦。
21:29 你们~了．基抹的男子逃奔、
32:15 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
申 7:20 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
 8:19 你们必定~、这是我今日警戒
 8:20 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
 8:20 你们也必照样~、因为你们不
 9: 3 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
11:17 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
28:20 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
28:22 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
28:24 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
28:45 直到你~、因为你不听从耶和
28:51 直到你~．你的五谷、新酒、
28:61 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
28:63 使你们~．并且你们从所要进
30:18 你们必要~、在你过约但河进
书 7: 7 使我们~呢．我们不如住在约
23:13 华你们　神所赐的这美地上~
23:16 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
士 5:31 都这样~、愿爱你的人如日头
撒上12:25 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
王下 3:23 俱都~．摩押人哪、我们现在

 9: 8 亚哈全家必都~．凡属亚哈的
斯 4:14 必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
伯 4: 7 有谁~．正直的人、在何处剪
 4: 9 他们就~．　神一发怒、他们
 5:13 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
15:30 他要~．〔灭亡原文作走去〕
15:30 他要灭亡．〔~原文作走去〕
18:17 在地上必然~、他的名字、在
20: 7 他终必~、像自己的粪一样．
26: 6 前阴间显露、~也不得遮掩。
29:13 将要~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
34:25 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
37:20 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么。
诗 1: 6 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
 2:12 你们便在道中~、因为他的怒
 9: 3 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

37:20 恶人却要~．耶和华的仇敌、
41: 5 他几时死、他的名才~呢。
49:10 一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
55:23 你必使恶人下入~的坑．流人
80:16 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了。
83:10 他们在隐多珥~、成了地上的
83:17 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
88:11 岂能在~中述说你的信实么．
92: 7 正是他们要~、直到永远。
92: 9 你的仇敌都要~、一切作孽的
箴11:10 城喜乐．恶人~、人都欢呼。
13:13 自取~．敬畏诫命的、必得善
15:11 阴间和~、尚在耶和华眼前、
19: 9 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
21:12 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至~。
21:28 作假见证的必~．惟有听真情
27:20 阴间和~、永不满足．人的眼
传 7:15 反致~．有恶人行恶、倒享长
赛 6: 5 我~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
10:25 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
14:23 我要用~的扫帚扫净他．这是
27:13 在亚述地将要~的、并在埃及
31: 3 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
41:11 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
60:12 你、就必~、也必全然荒废。
耶 6:21 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
 9:12 遍地为何~干焦好像旷野、甚
11:22 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
27:10 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
27:15 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
40:15 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呢。
48:46 属基抹的民~了．因你的众子
51: 6 一同~、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
结13:14 你们也必在其中~．你们就知
但 2:18 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
 8:25 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
11:20 这王不多日就必~、却不因忿
何 4: 6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你弃掉
摩 1: 8 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这
 5: 9 他使力强的忽遭~、以致保障
拿 1: 6 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
 3: 9 使我们不至~、也未可知。

弥 4: 9 有君王么、你的谋士~了么。
番 1:11 因为迦南的商民都~了．凡搬
玛 3: 6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
太 7:13 因为引到~、那门是宽的、路
可 3:26 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
路13: 3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
13: 5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
约 3:16 信他的、不至~、反得永生。
10:28 他们永不~、谁也不能从我手
11:50 免得通国~、就是你们的益处
17:12 其中除了那~之子、没有一个
17:12 没有一个~的．好叫经上的话
徒 5:37 他也~、附从他的人也都四散
 8:20 和你一同~吧．因你想　神的
13:41 要~．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
罗 2:12 也必不按律法~．凡在律法以
林前 1:18 在那~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

15:18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了
林后 2:15 或~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

 4: 3 蔽、就是蒙蔽在~的人身上。
提前 6: 9 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中。
来11:31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
彼后 2: 1 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

 2: 3 他们的~也必速速来到。〔原
犹 1:11 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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