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致 圣经(137次)

新约(21次)
福音书(6)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4)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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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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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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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25)
历史书(30)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12) 以斯拉记(3)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7) 利未记(3) 民数记(6) 申命记(7)
旧约(116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14) 耶利米哀歌(6) 以西结书(1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9)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2)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3)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40)
诗歌智慧书(12) 约伯记(3) 诗篇(5) 箴言(2) 传道书(2) 雅歌(0)

创 4:14 ~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
12:19 ~我把他取来要作我的妻子．
出12:36 ~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
14:25 ~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
21:12 打人~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
21:29 ~把男人或是女人触死、就要
21:35 ~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
22: 2 ~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
22: 6 ~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
利11:43 使自己不洁净、~染了污秽。
18:30 ~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
19:31 ~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
民 6: 9 ~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
31:16 ~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
35:16 ~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
35:20 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于死、
35:21 ~于死、那打人的、必被治死
35:23 ~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
申 7: 4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11: 5 待你们、~你们来到这地方．
15: 9 ~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
19: 5 ~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
19:11 ~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
20:18 ~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　神
31:17 ~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
士 9:49 ~示剑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
18:25 ~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

撒上 1: 7 是激动他、~他哭泣不吃饭。
12:23 ~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
25:21 ~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徒然

王上11:19 ~法老将王后答比匿的妹子赐
17:17 了．病得甚重、~身无气息。
17:18 念我的罪、~我的儿子死呢。

王下 3:24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17:20 ~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
17:23 ~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24:20 ~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

代上12:22 ~成了大军、如　神的军一样
代下19:10 ~他的忿怒临到你们、和你们

21:15 沉重、~你的肠子坠落下来。
22: 4 哈家的人给他主谋、~败坏。
24:20 ~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

25:12 们扔下去、~他们都摔碎了。
25:19 ~矜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
26:16 ~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
27: 6 神面前行正道、~日渐强盛。
30: 7 ~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败
32:26 ~耶和华的忿怒在希西家的日
33: 9 ~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
36:16 ~耶和华的忿怒向他的百姓发
拉 5: 5 ~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
 9: 2 ~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
 9:14 ~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么。
尼 6: 9 ~工作不能成就。　神阿、求
13:18 ~我们　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
伯30: 6 ~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
31:34 恐、~闭口无言、杜门不出．
33:20 ~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
诗37: 8 怒．不要心怀不平、~作恶。
49:14 必被阴间所灭、~无处可存。
51: 4 ~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103: 5 以知足、~你如鹰返老还童。
141: 4 ~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
箴 5: 6 ~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
30: 9 就偷窃、~亵渎我　神的名。
传 6: 2 ~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
 6: 3 ~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
赛 5: 8 ~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
27: 9 ~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
28:13 ~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
30:17 ~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
53:12 ~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耶 7:19 是自己惹祸、~脸上惭愧么。
13:14 顾惜、不怜悯、~灭绝他们。
14:19 ~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
18:16 ~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
19:11 ~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
25: 9 ~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
27:10 ~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
40:15 ~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
42:13 ~不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话
42:18 ~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
44: 6 ~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
44:11 变脸降灾、~剪除犹大众人。

44:12 ~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
52: 3 ~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
哀 2:11 ~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
 4: 8 ~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
 4:14 污、~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
 4:17 ~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
 4:18 ~我们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
 4:21 你那里．你必喝醉、~露体。
结 3:26 ~你哑口、不能作责备他们的
13:14 ~根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
14:15 ~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
14:17 ~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
19:14 ~没有坚固的枝干可作掌权者
21:23 们想起罪孽、~将他们捉住。
21:24 ~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
23:34 ~喝尽．杯破又龈杯片、撕裂
28:16 ~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
29:15 减少他们、~不再辖制列国。
29:18 ~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
31: 9 ~　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
33: 6 ~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
34:21 又用角抵触、~使他们四散．
46:18 ~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
何 8: 4 为自己制造偶像、~被剪除。
摩 5: 9 忽遭灭亡、~保障遭遇毁坏。
拿 4: 7 条虫子、咬这蓖麻、~枯槁。
弥 3: 6 ~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
 3: 6 ~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
番 2: 5 我必毁灭你、~无人居住。
 3: 6 ~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
 3: 6 邑毁灭、~无人、也无居民。
玛 2:13 ~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
太27:14 话也不说、~巡抚甚觉希奇。
可 1:27 ~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
 2:12 ~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　神
 9:26 ~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
15: 5 不回答、~彼拉多觉得希奇。
路16:26 ~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
罗 1:17 ~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
 1:24 事、~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2: 5 ~　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
 7: 5 中发动、~结成死亡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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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 7 ~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
林后 4:15 格外显多、~荣耀归与　神。

 7:10 ~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
腓 1:13 ~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
西 2: 2 ~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
多 2:10 ~凡事尊荣我们救主　神的道
来10:39 乃是有信心~灵魂得救的人。
彼前 1: 2 ~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

 1:22 ~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
 2: 2 叫你们因此渐长、~得救．
启 8:12 ~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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