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逼 圣经(94次)

新约(53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14)
保罗书信(18)

马太福音(8)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14)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5)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3)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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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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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历史书(5)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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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41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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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大先知书(10)
诗歌智慧书(17) 约伯记(5) 诗篇(10)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19:15 天使催~罗得说、起来、带着
49:19 迦得必被敌军追~、他却要追
49:19 逼、他却要追~他们的脚跟。
49:23 他苦害、向他射箭、~迫他．
出11: 1 总要催~你们都从这地出去。
12:39 因为他们被催~离开埃及、不
民20: 5 你们为何~着我们出埃及、领
申30: 7 和恨恶你、~迫你的人身上。
士 1:34 亚摩利人强~但人住在山地、
14:17 到第七天~着他、他才将谜语
16:16 大利拉天天用话催~他、甚至

撒上25:29 虽有人起来追~你、寻索你的
代下28:10 强~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作你
伯15:12 你的心为何将你~去．你的眼
16: 9 ~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
19:22 你们为什么仿佛　神~迫我、
19:28 我们~迫他、要何等的重呢、
30:21 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我．
诗31:15 敌的手、和那些~迫我的人。
55: 3 加在我身上、发怒气~迫我。
69:26 他们就~迫．你所击伤的、他
109:16 却~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
119:84 你几时向~迫我的人施行审判
119:86 他们无理地~迫我．求你帮助
119:157 ~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
119:161首领无故地~迫我．但我的心
142: 6 求你救我脱离~迫我的人、因
143: 3 原来仇敌~迫我、将我打倒在
箴 7:21 随从、用谄媚的嘴~他同行。
16:26 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他。
赛14: 6 制列国、行~迫无人阻止的。
25: 4 因为当强暴人催~人的时候、
58: 3 利益、勒~人为你们作苦工。
耶15:15 向~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
17:18 愿那些~迫我的蒙羞、却不要
20:11 ~迫我的必都绊跌、不能得胜
38:22 你知己的朋友催~你、胜过你
哀 1: 3 追~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
 3:52 无故与我为仇的追~我、像追
 4:19 他们在山上追~我们、在旷野
何 8: 3 或作福分〕仇敌必追~他。
太 5:10 为义受~迫的人有福了．因为

 5:11 ~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
 5:12 先知、人也是这样~迫他们。
 5:41 有人强~你走一里路、你就同
 5:44 仇敌．为那~迫你们的祷告。
10:23 有人在这城里~迫你们、就逃
13:21 或是受了~迫、立刻就跌倒了
23:34 里鞭打、从这城追~到那城．
可 4:17 或是受了~迫、立刻就跌倒了
10:30 并且要受~迫．在来世必得永
路11:49 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迫。
11:53 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他
21:12 ~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
23:23 他们大声催~彼拉多、求他把
约 5:16 所以犹太人~迫耶稣、因为他
 6:15 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他作王
15:20 他们若~迫了我、也要逼迫你
15:20 也要~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
徒 7:52 不是你们祖宗~迫呢．他们也
 8: 1 大遭~迫．除了使徒以外、门
 9: 4 罗、扫罗、你为什么~迫我。
 9: 5 说、我就是你所~迫的耶稣．
13:50 ~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
22: 4 我也曾~迫奉这道的人、直到
22: 7 罗、扫罗、你为什么~迫我。
22: 8 我就是你所~迫的拿撒勒人耶
26:11 强~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
26:11 甚至追~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
26:14 为什么~迫我．你用脚踢刺是
26:15 说、我就是你所~迫的耶稣。
27:18 我们被风浪~得甚急、第二天
27:20 又有狂风大浪催~、我们得救
罗 8:35 是~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
12:14 ~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林前 4:12 福．被人~迫、我们就忍受．
15: 9 因为我从前~迫　神的教会。

林后 4: 9 遭~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
12:10 ~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
12:11 是被你们强~的．我本该被你
加 1:13 怎样极力~迫残害　神的教会
 1:23 那从前~迫我们的、现在传扬
 4:29 ~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
 5:11 为什么还受~迫呢．若是这样

 6:12 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
腓 3: 6 我是~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
帖后 1: 4 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患难中
提前 1:13 ~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
提后 3:11 所遭遇的~迫、苦难．我所忍

 3:11 我所忍受是何等的~迫．但从
 3:12 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迫。
雅 3: 4 又被大风催~、只用小小的舵
彼后 2:17 是狂风催~的雾气、有墨黑的
启12:13 就~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逼 bī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