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摩利 聖經(86次)

新約(0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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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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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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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啟示錄(0)

律法書(40)
歷史書(4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0) 士師記(1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1)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6) 出埃及記(6) 利未記(0) 民數記(13) 申命記(15)
舊約(8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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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
詩歌智慧書(2) 約伯記(0) 詩篇(2)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0:16 耶布斯人、~人、革迦撒人、
14: 7 以及住在哈洗遜他瑪的~人。
14:13 亞伯蘭正住在~人幔利的橡樹
15:16 因為~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
15:21 ~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
48:22 從~人手下奪的那塊地、我都
出 3: 8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
 3:17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
13: 5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
23:23 領你到~人、赫人、比利洗人
33: 2 ~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
34:11 我要從你面前攆出~人、迦南
民13:29 ~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
21:13 從~的境界流出來的、原來亞
21:13 在摩押和~人搭界的地方。
21:21 差遣使者去見~人的王西宏說
21:25 也住~人的城邑、就是希實本
21:26 這希實本是~王西宏的京城．
21:29 女子被擄、交付~的王西宏。
21:31 以色列人就住在~人之地。
21:32 謝的鎮市、趕出那裏的~人。
21:34 前待住希實本的~王西宏一般
22: 2 以色列人向~人所行的一切事
32:33 摩西將~王西宏的國、和巴珊
32:39 佔了那地、趕出那裏的~人。
申 1: 4 經擊殺了住希實本的~王西宏
 1: 7 要起行轉到~人的山地、和靠
 1:19 往~人的山地去、到了加低斯
 1:20 　神所賜給我們的~人之山地
 1:27 要交在~人手中、除滅我們。
 1:44 住那山地的~人、就出來攻擊
 2:24 我已將~人希實本王西宏、和
 3: 2 前待住希實本的~王西宏一樣
 3: 8 我們從約但河東兩個~王的手
 3: 9 為西連、~人稱為示尼珥。）
 4:46 在住希實本~王西宏之地．這
 4:47 就是兩個~王、在約但河東向
 7: 1 ~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
20:17 ~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
31: 4 如同從前待他所滅絕的~二王
書 2:10 約但河東的兩個~王西宏和噩
 3:10 革迦撒人、~人、耶布斯人。

 5: 1 約但河西~人的諸王、和靠海
 7: 7 將我們交在~人的手中、使我
 9: 1 ~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
 9:10 並他向約但河東的兩個~王、
10: 5 於是五個~王、就是耶路撒冷
10: 6 因為住山地~人的諸王都聚集
10:12 當耶和華將~人交付以色列人
11: 3 與山地的~人、赫人、比利洗
12: 2 有住希實本~人的王西宏．他
12: 8 ~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
13: 4 到亞弗、直到~人的境界．
13:10 在希實本作王~王西宏的諸城
13:21 並~王西宏的全國、這西宏曾
24: 8 ~人所住之地．他們與你們爭
24:11 ~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
24:12 將~人的二王、從你們面前攆
24:15 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人的神呢
24:18 耶和華又把住此地的~人、都
士 1:34 ~人強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
 1:35 ~人卻執意住在希烈山和亞雅
 1:36 ~人的境界、是從亞克拉濱坡
 3: 5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
 6:10 你們住在~人的地、不可敬畏
10: 8 約但河那邊住~人之基列地的
10:11 ~人、亞捫人、和非利士人麼
11:19 色列人打發使者去見~王西宏
11:21 擊殺他們、得了~人的全地、
11:23 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趕出~人

撒上 7:14 那時以色列人與~人和好。
撒下21: 2 乃是~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
王上 4:19 就是從前屬~王西宏和巴珊王

 9:20 中所剩下不屬以色列人的~人
21:26 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趕出的~人

王下21:11 比先前~人所行的更甚、使猶
代上 1:14 耶布斯人、~人、革迦撒人、
代下 8: 7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
拉 9: 1 ~人、仍效法這些國的民、行
尼 9: 8 ~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
詩135:11 就是~王西宏、和巴珊王噩、
136:19 就是殺戮~王西宏、因他的慈
結16: 3 你父親是~人、你母親是赫人
16:45 母親是赫人、你父親是~人。

摩 2: 9 我從以色列人面前除滅~人。
 2:10 年、使你們得~人之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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