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吞 圣经(134次)

新约(13次)
福音书(5)
历史书(0)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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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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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16)
历史书(5)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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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2) 利未记(2) 民数记(6) 申命记(3)
旧约(121次)

以赛亚书(20) 耶利米书(19)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16) 何西阿书(6)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56)
诗歌智慧书(28) 约伯记(8) 诗篇(14) 箴言(5) 传道书(1) 雅歌(0)

创31:15 卖了我们、~了我们的价值。
41: 7 ~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
41:24 ~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
出 7:12 但亚伦的杖~了他们的杖。
15:12 你伸出右手、地便~灭他们．
利26:22 ~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
26:38 灭亡．仇敌之地要~吃你们。
民13:32 是~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
16:30 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下去
16:32 拉的人丁、财物、都~下去。
16:34 说、恐怕地也把我们~下去。
24: 8 他要~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
26:10 地便开口~了他们、和可拉、
申11: 6 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了他们
31:17 以致他们被~灭．并有许多的
32:24 被炎热苦毒~灭．我要打发野

撒下11:25 刀剑或~灭这人、或吞灭那人
11:25 或~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
17:16 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灭。
20:19 大城、~灭耶和华的产业呢。
20:20 押回答说、我决不~灭毁坏。
伯 5: 5 的财宝、有网罗张口~灭了。
18:13 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吃、死亡
18:13 死亡的长子要~吃他的肢体。
20:15 他~了财宝、还要吐出．　神
20:18 原文作~下〕不能照所得的财
20:21 没有一样他不~灭．所以他的
24:21 或作他~灭〕不怀孕不生养的
39:24 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下．一
诗14: 4 他们~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
21: 9 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灭他们
35:25 他们说、我们已经把他~了。
50: 3 有烈火在他面前~灭、有暴风
53: 4 他们~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
55: 9 求你~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
56: 1 因为人要把我~了、终日攻击
56: 2 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了．因
57: 3 那要~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
69:15 不容深渊~灭我、不容坑坎在
79: 7 因为他们~了雅各、把他的住
106:17 地裂开~下大坍、掩盖亚比兰
124: 3 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了．

124: 6 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吃
箴 1:12 把他们活活~下．他们如同下
 1:12 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了．
19:28 笑公平．恶人的口~下罪孽。
21:20 膏油．愚昧人随得来随~下。
30:14 要~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
传10:12 言．愚昧人的嘴、~灭自己。
赛 1: 7 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
 1:20 必被刀剑~灭．这是耶和华亲
 5: 5 使他被~灭、拆毁墙垣、使他
 5:24 火苗怎样~灭碎稓、干草怎样
 6:13 也必被~灭．像栗树、橡树、
 9:12 他们张口要~吃以色列．虽然
 9:20 左边~吃、仍不饱足．各人吃
 9:21 玛拿西~吃〔或作攻击下同〕
 9:21 以法莲~吃玛拿西．又一同攻
24: 6 所以地被咒诅~灭、住在其上
25: 8 他已经~灭死亡直到永远．主
28: 4 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吃了。
29: 6 并~灭的火焰、向他讨罪。
30:27 忿恨、他的舌头像~灭的火．
30:30 并~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
31: 8 有刀要将他~灭、并非人的刀
33:11 你们的气就是~灭自己的火。
33:14 我们中间谁能与~灭的火同住
49:19 太窄．~灭你的必离你遥远。
56: 9 田野的诸兽都来~吃吧．林中
耶 2: 3 凡~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
 2:30 ~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
 3:24 和他们的儿女、都~吃了。
 8:16 因为他们来~灭这地、和其上
 8:16 ~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
10:25 因为他们~了雅各、不但吞了
10:25 不但~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
12: 9 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吃吧。
15: 3 鸟、和地上的野兽~吃毁灭。
22:22 你的牧人要被风~吃、你所亲
30:16 凡~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
30:16 必被~吃．你的敌人、个个都
46:10 刀剑必~吃得饱、饮血饮足．
46:14 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灭的事
50: 7 就把他们~灭．敌人说、我们

50:17 首先是亚述王将他~灭、末后
51:34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我、
51:34 将我~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
51:44 使他吐出所~的．万民必不再
哀 2: 2 主~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
 2: 3 他像火焰四围~灭、将雅各烧
 2: 5 主如仇敌~灭以色列、和锡安
 2:16 我们~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
结 7:15 必有饥荒、瘟疫、~灭他。
21:28 杀戮、使他像闪电以行~灭。
22:25 他们~灭人民、抢夺财宝、使
33:27 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吃．
34:28 也不再~吃他们、却要安然居
35:12 些山荒凉、是归我们~灭的。
36: 3 四围~吃、好叫你归与其余的
36:13 你是~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
36:14 你必不再~吃人、也不再使国
但 7: 5 这兽的、说、起来~吃多肉、
 7: 7 ~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7:19 ~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
 7:23 必~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
何 5: 7 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灭。
 7: 9 外邦人~吃他劳力得来的、他
 8: 7 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吃。
 8: 8 以色列被~吃．现今在列国中
11: 6 把人~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
13: 8 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吃他们．
摩 7: 4 火就~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
 8: 4 你们这些要~吃穷乏人、使困
俄 1:18 火必将他烧着~灭．以扫家必
拿 1:17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了约拿
鸿 2:13 刀剑也必~灭你的少壮狮子。
 3:15 ~灭你如同蝻子．任你加增人
哈 1:13 恶人~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
 3:14 所喜爱的、是暗中~吃贫民。
亚 9:15 他们必~灭仇敌、践踏弹石。
玛 3:11 蝗虫原文作~噬者〕不容他毁
太23:14 了因为你们侵~寡妇的家产假
23:24 滤出来、骆驼你们倒~下去。
可12:40 他们侵~寡妇的家产、假意作
路15:30 和娼妓~尽了你的产业、他一
20:47 他们侵~寡妇的家产、假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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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5:54 死被得胜~灭的话就应验了。
林后 5: 4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灭了。

11:20 或侵~你们、或掳掠你们、或
加 5:15 若相咬相~、只怕要彼此消灭
来11:29 人试着要过去、就被~灭了。
彼前 5: 8 遍地游行、寻找可~吃的人．
启12: 4 生产之后、要~吃他的孩子。
12:16 开口~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aBibleTool v0.94.2008.10 2 吞 tūn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