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逼 聖經(94次)

新約(53次)
福音書(18)
歷史書(14)
保羅書信(18)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14)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5)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3)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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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1)

律法書(8)
歷史書(5)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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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4)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41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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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詩歌智慧書(17) 約伯記(5) 詩篇(10)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19:15 天使催~羅得說、起來、帶著
49:19 迦得必被敵軍追~、他卻要追
49:19 逼、他卻要追~他們的腳跟。
49:23 他苦害、向他射箭、~迫他．
出11: 1 總要催~你們都從這地出去。
12:39 因為他們被催~離開埃及、不
民20: 5 你們為何~著我們出埃及、領
申30: 7 和恨惡你、~迫你的人身上。
士 1:34 亞摩利人強~但人住在山地、
14:17 到第七天~著他、他才將謎語
16:16 大利拉天天用話催~他、甚至

撒上25:29 雖有人起來追~你、尋索你的
代下28:10 強~猶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作你
伯15:12 你的心為何將你~去．你的眼
16: 9 ~迫我、向我切齒．我的敵人
19:22 你們為甚麼彷彿　神~迫我、
19:28 我們~迫他、要何等的重呢、
30:21 待我殘忍．又用大能追~我．
詩31:15 敵的手、和那些~迫我的人。
55: 3 加在我身上、發怒氣~迫我。
69:26 他們就~迫．你所擊傷的、他
109:16 卻~迫困苦窮乏的、和傷心的
119:84 你幾時向~迫我的人施行審判
119:86 他們無理地~迫我．求你幫助
119:157 ~迫我的、抵擋我的很多．我
119:161首領無故地~迫我．但我的心
142: 6 求你救我脫離~迫我的人、因
143: 3 原來仇敵~迫我、將我打倒在
箴 7:21 隨從、用諂媚的嘴~他同行。
16:26 勞力、因為他的口腹催~他。
賽14: 6 制列國、行~迫無人阻止的。
25: 4 因為當強暴人催~人的時候、
58: 3 利益、勒~人為你們作苦工。
耶15:15 向~迫我的人為我報仇．不要
17:18 願那些~迫我的蒙羞、卻不要
20:11 ~迫我的必都絆跌、不能得勝
38:22 你知己的朋友催~你、勝過你
哀 1: 3 追~他的都在狹窄之地將他追
 3:52 無故與我為仇的追~我、像追
 4:19 他們在山上追~我們、在曠野
何 8: 3 或作福分〕仇敵必追~他。
太 5:10 為義受~迫的人有福了．因為

 5:11 ~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
 5:12 先知、人也是這樣~迫他們。
 5:41 有人強~你走一里路、你就同
 5:44 仇敵．為那~迫你們的禱告。
10:23 有人在這城裏~迫你們、就逃
13:21 或是受了~迫、立刻就跌倒了
23:34 裏鞭打、從這城追~到那城．
可 4:17 或是受了~迫、立刻就跌倒了
10:30 並且要受~迫．在來世必得永
路11:49 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迫。
11:53 士和法利賽人就極力的催~他
21:12 ~迫你們、把你們交給會堂、
23:23 他們大聲催~彼拉多、求他把
約 5:16 所以猶太人~迫耶穌、因為他
 6:15 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他作王
15:20 他們若~迫了我、也要逼迫你
15:20 也要~迫你們．若遵守了我的
徒 7:52 不是你們祖宗~迫呢．他們也
 8: 1 大遭~迫．除了使徒以外、門
 9: 4 羅、掃羅、你為甚麼~迫我。
 9: 5 說、我就是你所~迫的耶穌．
13:50 ~迫保羅、巴拿巴、將他們趕
22: 4 我也曾~迫奉這道的人、直到
22: 7 羅、掃羅、你為甚麼~迫我。
22: 8 我就是你所~迫的拿撒勒人耶
26:11 強~他們說褻瀆的話．又分外
26:11 甚至追~他們直到外邦的城邑
26:14 為甚麼~迫我．你用腳踢刺是
26:15 說、我就是你所~迫的耶穌。
27:18 我們被風浪~得甚急、第二天
27:20 又有狂風大浪催~、我們得救
羅 8:35 是~迫麼、是饑餓麼、是赤身
12:14 ~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

林前 4:12 福．被人~迫、我們就忍受．
15: 9 因為我從前~迫　神的教會。

林後 4: 9 遭~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
12:10 ~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
12:11 是被你們強~的．我本該被你
加 1:13 怎樣極力~迫殘害　神的教會
 1:23 那從前~迫我們的、現在傳揚
 4:29 ~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
 5:11 為甚麼還受~迫呢．若是這樣

 6:12 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
腓 3: 6 我是~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
帖後 1: 4 你們在所受的一切~迫患難中
提前 1:13 ~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
提後 3:11 所遭遇的~迫、苦難．我所忍

 3:11 我所忍受是何等的~迫．但從
 3:12 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迫。
雅 3: 4 又被大風催~、只用小小的舵
彼後 2:17 是狂風催~的霧氣、有墨黑的
啟12:13 就~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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