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東 聖經(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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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東 yǐ d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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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歷史書(5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10) 列王記下(11) 歷
代志上(7) 歷代志下(9)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4)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9) 申命記(1)
舊約(125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5) 俄巴底亞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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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先知書(29)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0) 詩篇(8)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25:30 因此以掃又叫~。〔以東就是
25:30 叫以東。〔~就是紅的意思〕
32: 3 就是~地、見他哥哥以掃。
36: 1 以掃就是~、他的後代、記在
36: 8 住在西珥山裏、以掃就是~。
36: 9 以掃是西珥山裏~人的始祖．
36:16 這是在~地從以利法所出的族
36:17 這是在~地從流珥所出的族長
36:19 是以掃的子孫、以掃就是~。
36:21 這是從~地的何利人．西珥子
36:31 在~地作王的、記在下面．
36:32 比珥的兒子比拉在~作王、他
36:43 這是~人在所得為業的地上、
36:43 都是~人的始祖、以掃的後代
出15:15 那時~的族長驚惶、摩押的英
民20:14 西從加低斯差遣使者去見~王
20:18 ~王說、你不可從我的地經過
20:20 ~王說、你們不可經過．就率
20:21 ~王不肯容以色列人從他的境
20:23 耶和華在附近~邊界的何珥山
21: 4 要繞過~地．百姓因這路難行
24:18 他必得~為基業、又得仇敵之
33:37 安營在何珥山、~地的邊界。
34: 3 貼著~的邊界、南界要從鹽海
申23: 7 不可憎惡~人、因為他是你的
書15: 1 到~的交界、向南直到尋的曠
15:21 與~交界相近的、就是甲薛、
士 5: 4 由~地行走、那時地震天漏、
11:17 就打發使者去見~王、說、求
11:17 ~王卻不應允。又照樣打發使
11:18 繞著~和摩押地、從摩押地的
21:19 在示劍大路~的示羅、年年有

撒上14:47 ~人、和瑣巴諸王、並非利士
21: 7 是~人、作掃羅的司牧長。
22: 9 那時~人多益站在掃羅的臣僕
22:18 ~人多益就去殺祭司、那日殺
22:22 那日我見~人多益在那裏、就

撒下 8:13 或作~見詩篇六十篇詩題〕一
 8:14 又在~全地設立防營．以東人
 8:14 ~人就都歸服大衛。大衛無論

王上 9:26 所羅門王在~地、紅海邊、靠
11: 1 ~女子、西頓女子、赫人女子

11:14 耶和華使~人哈達興起、作所
11:14 門的敵人．他是~王的後裔。
11:15 先前大衛攻擊~、元帥約押上
11:15 亡的人、將~的男丁都殺了．
11:16 和以色列眾人在~住了六個月
11:16 直到將~的男丁盡都剪除．
11:17 的臣僕、幾個~人逃往埃及。
22:47 那時~沒有王、有總督治理。

王下 3: 8 回答說、從~曠野的路上去。
 3: 9 並~王、都一同去繞行七日的
 3:12 沙法、並~王、都下去見他。
 3:20 有水從~而來、遍地就滿了水
 3:26 要衝過陣去到~王那裏、卻是
 8:20 ~人背叛猶大、脫離他的權下
 8:21 攻打圍困他的~人和車兵長．
 8:22 ~人背叛猶大、脫離他的權下
14: 7 亞瑪謝在鹽谷殺了~人一萬、
14:10 你打敗了~人、就心高氣傲．
16: 6 有作~人的〕就來到以拉他、

代上 1:43 在~地作王的記在下面．有比
 1:51 ~人的族長有亭納族長、亞勒
 1:54 蘭族長。這都是~人的族長。
18:11 就是從~、摩押、亞捫、非利
18:12 篩在鹽谷擊殺了~一萬八千人
18:13 大衛在~地設立防營、以東人
18:13 ~人就都歸服他。大衛無論往

代下 8:17 那時所羅門往~地靠海的以旬
20: 2 亞蘭又作~〕那邊有大軍來攻
21: 8 約蘭年間~人背叛猶大、脫離
21: 9 攻擊圍困他的~人、和車兵長
21:10 ~人背叛猶大、脫離他的權下
25:14 亞瑪謝殺了~人回來、就把西
25:19 我打敗了~人、你就心高氣傲
25:20 手裏、因為他們尋求~的神。
28:17 因為~人又來攻擊猶大、擄掠
詩52: 1 ~人多益來告訴掃羅說、大衛
60: 1 在鹽谷攻擊~、殺了一萬二千
60: 8 我要向~拋鞋．非利士阿、你
60: 9 進堅固城．誰能引我到~地。
83: 6 就是住帳棚的~人、和以實瑪
108: 9 我要向~拋鞋．我必因勝非利
108:10 進堅固城．誰能引我到~地。

137: 7 ~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
賽11:14 伸手按住~和摩押．亞捫人也
34: 5 這刀必臨到~、和我所咒詛的
34: 6 獻祭的事、在~地大行殺戮。
34: 9 ~的河水要變為石油、塵埃要
34:12 ~人要召貴冑來治國、那裏卻
34:13 ~的宮殿要長荊棘．保障要長
63: 1 這從~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
耶 9:26 ~、亞捫人、摩押人、和一切
25:21 ~、摩押、亞捫人、
27: 3 送到~王、摩押王、亞捫王、
40:11 在~地、和各國的一切猶大人
49: 7 論~。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49:14 你們聚集來攻擊~．要起來爭
49:17 ~必令人驚駭．凡經過的人、
49:19 我要使~人逃跑、離開這地．
49:20 要聽耶和華攻擊~所說的謀略
49:22 ~的勇士心中疼痛、如臨產的
哀 4:21 住烏斯地的~民哪、只管歡喜
 4:22 ~的民哪、他必追討你的罪孽
結25:12 因為~報仇雪恨、攻擊猶大家
25:13 我必伸手攻擊~、剪除人與牲
25:13 使~從提幔起、人必倒在刀下
25:14 我必藉我民以色列的手報復~
25:14 按我的忿怒在~施報．以東人
25:14 ~人就知道是我施報．這是主
32:29 ~也在那裏．他君王和一切首
35:15 你和~全地必都荒涼、你們就
36: 5 和~的眾人、他們快樂滿懷、
但11:41 但~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亞
珥 3:19 ~變為悽涼的曠野、都因向猶
摩 1: 6 罰．因為他擄掠眾民交給~。
 1: 9 因為他將眾民交給~、並不記
 1:11 ~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
 2: 1 因為他將~王的骸骨焚燒成灰
 9:12 使以色列人得~所餘剩的和所
俄 1: 1 論~說、我從耶和華那裏聽見
 1: 1 起來吧、一同起來與~爭戰。
 1: 2 我使你~在列國中為最小的、
 1: 8 我豈不從~除滅智慧人、從以
瑪 1: 4 ~人說、我們現在雖被毀壞、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以東 yǐ dōng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