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滅亡 聖經(109次)

新約(22次)
福音書(9)
歷史書(3)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3)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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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滅亡 miè wáng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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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歷史書(8)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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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 民數記(5) 申命記(14)
舊約(87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2)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19)
詩歌智慧書(32) 約伯記(11) 詩篇(13) 箴言(7) 傳道書(1) 雅歌(0)

利26:38 你們要在列邦中~．仇敵之地
民16:33 照舊合閉、他們就從會中~。
17:12 死啦、我們~啦、都滅亡啦。
17:12 死啦、我們滅亡啦、都~啦。
21:29 你們~了．基抹的男子逃奔、
32:15 曠野、便是你們使這眾民~。
申 7:20 下而藏躲的人、從你面前~。
 8:19 你們必定~、這是我今日警戒
 8:20 在你們面前怎樣使列國的民~
 8:20 你們也必照樣~、因為你們不
 9: 3 的趕出他們、使他們速速~。
11:17 賜給你們的美地上、速速~。
28:20 直到你被毀滅、速速的~。
28:22 你．這都要追趕你直到你~。
28:24 從天臨在你身上、直到你~。
28:45 直到你~、因為你不聽從耶和
28:51 直到你~．你的五穀、新酒、
28:61 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
28:63 使你們~．並且你們從所要進
30:18 你們必要~、在你過約但河進
書 7: 7 使我們~呢．我們不如住在約
23:13 華你們　神所賜的這美地上~
23:16 你們在他所賜的美地上速速~
士 5:31 都這樣~、願愛你的人如日頭
撒上12:25 你們和你們的王、必一同~。
王下 3:23 俱都~．摩押人哪、我們現在

 9: 8 亞哈全家必都~．凡屬亞哈的
斯 4:14 必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
伯 4: 7 有誰~．正直的人、在何處剪
 4: 9 他們就~．　神一發怒、他們
 5:13 計．使狡詐人的計謀速速~。
15:30 他要~．〔滅亡原文作走去〕
15:30 他要滅亡．〔~原文作走去〕
18:17 在地上必然~、他的名字、在
20: 7 他終必~、像自己的糞一樣．
26: 6 前陰間顯露、~也不得遮掩。
29:13 將要~的為我祝福。我也使寡
34:25 行為、使他們在夜間傾倒~。
37:20 與他說話、豈有人自願~麼。
詩 1: 6 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
 2:12 你們便在道中~、因為他的怒
 9: 3 他們一見你的面、就跌倒~。

37:20 惡人卻要~．耶和華的仇敵、
41: 5 他幾時死、他的名才~呢。
49:10 一同~、將他們的財貨留給別
55:23 你必使惡人下入~的坑．流人
80:16 他們因你臉上的怒容就~了。
83:10 他們在隱多珥~、成了地上的
83:17 遠羞愧驚惶．願他們慚愧~．
88:11 豈能在~中述說你的信實麼．
92: 7 正是他們要~、直到永遠。
92: 9 你的仇敵都要~、一切作孽的
箴11:10 城喜樂．惡人~、人都歡呼。
13:13 自取~．敬畏誡命的、必得善
15:11 陰間和~、尚在耶和華眼前、
19: 9 受罰．吐出謊言的、也必~。
21:12 家、知道惡人傾倒、必至~。
21:28 作假見證的必~．惟有聽真情
27:20 陰間和~、永不滿足．人的眼
傳 7:15 反致~．有惡人行惡、倒享長
賽 6: 5 我~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
10:25 的怒氣要向他發作、使他~。
14:23 我要用~的掃帚掃淨他．這是
27:13 在亞述地將要~的、並在埃及
31: 3 幫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
41:11 相爭的、必如無有、並要~。
60:12 你、就必~、也必全然荒廢。
耶 6:21 其上．鄰舍與朋友、也都~。
 9:12 遍地為何~乾焦好像曠野、甚
11:22 他們的兒女、必因饑荒~。
27:10 我將你們趕出去、使你們~。
27:15 的那些先知、趕出去一同~。
40:15 以致猶大剩下的人都~呢。
48:46 屬基抹的民~了．因你的眾子
51: 6 一同~、因為這是耶和華報仇
結13:14 你們也必在其中~．你們就知
但 2:18 巴比倫其餘的哲士、一同~。
 8:25 之君、至終卻非因人手而~。
11:20 這王不多日就必~、卻不因忿
何 4: 6 我的民因無知識而~．你棄掉
摩 1: 8 非利士人所餘剩的必都~。這
 5: 9 他使力強的忽遭~、以致保障
拿 1: 6 神顧念我們、使我們不至~。
 3: 9 使我們不至~、也未可知。

彌 4: 9 有君王麼、你的謀士~了麼。
番 1:11 因為迦南的商民都~了．凡搬
瑪 3: 6 所以你們雅各之子沒有~。
太 7:13 因為引到~、那門是寬的、路
可 3:26 爭、他就站立不住、必要~。
路13: 3 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
13: 5 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
約 3:16 信他的、不至~、反得永生。
10:28 他們永不~、誰也不能從我手
11:50 免得通國~、就是你們的益處
17:12 其中除了那~之子、沒有一個
17:12 沒有一個~的．好叫經上的話
徒 5:37 他也~、附從他的人也都四散
 8:20 和你一同~吧．因你想　神的
13:41 要~．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
羅 2:12 也必不按律法~．凡在律法以
林前 1:18 在那~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

15:18 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了
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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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慾裏、叫人沉在敗壞和~中。
來11:31 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
彼後 2: 1 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的~。

 2: 3 他們的~也必速速來到。〔原
猶 1:11 奔、並在可拉的背叛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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