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东 圣经(125次)

新约(0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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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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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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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25)
历史书(5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10) 列王记下(11) 历
代志上(7) 历代志下(9)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4)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9) 申命记(1)
旧约(125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5) 俄巴底亚书(4)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9)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0) 诗篇(8)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25:30 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
25:30 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
32: 3 就是~地、见他哥哥以扫。
36: 1 以扫就是~、他的后代、记在
36: 8 住在西珥山里、以扫就是~。
36: 9 以扫是西珥山里~人的始祖．
36:16 这是在~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
36:17 这是在~地从流珥所出的族长
36:19 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
36:21 这是从~地的何利人．西珥子
36:31 在~地作王的、记在下面．
36:32 比珥的儿子比拉在~作王、他
36:43 这是~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
36:43 都是~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
出15:15 那时~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
民20:14 西从加低斯差遣使者去见~王
20:18 ~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
20:20 ~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
20:21 ~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
20:23 耶和华在附近~边界的何珥山
21: 4 要绕过~地．百姓因这路难行
24:18 他必得~为基业、又得仇敌之
33:37 安营在何珥山、~地的边界。
34: 3 贴着~的边界、南界要从盐海
申23: 7 不可憎恶~人、因为他是你的
书15: 1 到~的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
15:21 与~交界相近的、就是甲薛、
士 5: 4 由~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
11:17 就打发使者去见~王、说、求
11:17 ~王却不应允。又照样打发使
11:18 绕着~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
21:19 在示剑大路~的示罗、年年有

撒上14:47 ~人、和琐巴诸王、并非利士
21: 7 是~人、作扫罗的司牧长。
22: 9 那时~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
22:18 ~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
22:22 那日我见~人多益在那里、就

撒下 8:13 或作~见诗篇六十篇诗题〕一
 8:14 又在~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
 8:14 ~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

王上 9:26 所罗门王在~地、红海边、靠
11: 1 ~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

11:14 耶和华使~人哈达兴起、作所
11:14 门的敌人．他是~王的后裔。
11:15 先前大卫攻击~、元帅约押上
11:15 亡的人、将~的男丁都杀了．
11:16 和以色列众人在~住了六个月
11:16 直到将~的男丁尽都剪除．
11:17 的臣仆、几个~人逃往埃及。
22:47 那时~没有王、有总督治理。

王下 3: 8 回答说、从~旷野的路上去。
 3: 9 并~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
 3:12 沙法、并~王、都下去见他。
 3:20 有水从~而来、遍地就满了水
 3:26 要冲过阵去到~王那里、却是
 8:20 ~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
 8:21 攻打围困他的~人和车兵长．
 8:22 ~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
14: 7 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人一万、
14:10 你打败了~人、就心高气傲．
16: 6 有作~人的〕就来到以拉他、

代上 1:43 在~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有比
 1:51 ~人的族长有亭纳族长、亚勒
 1:54 兰族长。这都是~人的族长。
18:11 就是从~、摩押、亚扪、非利
18:12 筛在盐谷击杀了~一万八千人
18:13 大卫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
18:13 ~人就都归服他。大卫无论往

代下 8:17 那时所罗门往~地靠海的以旬
20: 2 亚兰又作~〕那边有大军来攻
21: 8 约兰年间~人背叛犹大、脱离
21: 9 攻击围困他的~人、和车兵长
21:10 ~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
25:14 亚玛谢杀了~人回来、就把西
25:19 我打败了~人、你就心高气傲
25:20 手里、因为他们寻求~的神。
28:17 因为~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
诗52: 1 ~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
60: 1 在盐谷攻击~、杀了一万二千
60: 8 我要向~抛鞋．非利士阿、你
60: 9 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地。
83: 6 就是住帐棚的~人、和以实玛
108: 9 我要向~抛鞋．我必因胜非利
108:10 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地。

137: 7 ~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
赛11:14 伸手按住~和摩押．亚扪人也
34: 5 这刀必临到~、和我所咒诅的
34: 6 献祭的事、在~地大行杀戮。
34: 9 ~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
34:12 ~人要召贵胄来治国、那里却
34:13 ~的宫殿要长荆棘．保障要长
63: 1 这从~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
耶 9:26 ~、亚扪人、摩押人、和一切
25:21 ~、摩押、亚扪人、
27: 3 送到~王、摩押王、亚扪王、
40:11 在~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
49: 7 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49:14 你们聚集来攻击~．要起来争
49:17 ~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
49:19 我要使~人逃跑、离开这地．
49:20 要听耶和华攻击~所说的谋略
49:22 ~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
哀 4:21 住乌斯地的~民哪、只管欢喜
 4:22 ~的民哪、他必追讨你的罪孽
结25:12 因为~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
25:13 我必伸手攻击~、剪除人与牲
25:13 使~从提幔起、人必倒在刀下
25:14 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
25:14 按我的忿怒在~施报．以东人
25:14 ~人就知道是我施报．这是主
32:29 ~也在那里．他君王和一切首
35:15 你和~全地必都荒凉、你们就
36: 5 和~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
但11:41 但~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
珥 3:19 ~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
摩 1: 6 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
 1: 9 因为他将众民交给~、并不记
 1:11 ~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
 2: 1 因为他将~王的骸骨焚烧成灰
 9:12 使以色列人得~所余剩的和所
俄 1: 1 论~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
 1: 1 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争战。
 1: 2 我使你~在列国中为最小的、
 1: 8 我岂不从~除灭智慧人、从以
玛 1: 4 ~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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