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敌人 圣经(140次)

新约(6次)
福音书(3)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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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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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敌人 dí rén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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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历史书(3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9)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7)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2)

创世纪(2)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4)
旧约(134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14) 耶利米哀歌(9)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2)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4)
诗歌智慧书(44) 约伯记(4) 诗篇(40)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4:15 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又追
14:20 至高的　神把~交在你手里、
出23:22 敌作仇敌、向你的~作敌人。
23:22 敌作仇敌、向你的敌人作~。
民10: 9 与欺压你们的~打仗、就要用
申32:27 只怕~错看、说、是我们手的
32:41 就必报复我的~、报应恨我的
32:43 报应他的~、洁净他的地、救
33: 7 己争战、你必帮助他攻击~。
书 5:13 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呢。
10:13 直等国民向~报仇．这事岂不
士 5:12 阿、你当奋兴、掳掠你的~。
 5:21 把~冲没．我的灵阿、应当努

撒上 4: 3 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的手
14:24 不等到晚上向~报完了仇吃什
29: 4 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

撒下 1:22 非流~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
 5:20 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如同
10: 9 约押看见~在他前后摆阵、就
11:16 知道~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
11:20 岂不知~必从城上射箭么。
11:23 ~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
18: 3 ~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
18: 3 ~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
24:13 是在你~面前逃跑、被追赶三

王上11:14 作所罗门的~．他是以东王的
11:23 作所罗门的~．他先前逃避主
11:25 利逊也作以色列的~．他恨恶
20:20 各人遇见~就杀．亚兰人逃跑

王下 6:18 ~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
代上 5:22 ~被杀仆倒的甚多、因为这争

 5:22 他们就住在~的地上、直到被
12:17 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手里
14:11 　神借我的手冲破~、如同水
19:10 约押看见~在他前后摆阵、就
21:12 或败在你~面前、被敌人的刀
21:12 被~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

代下18:14 然得胜．~必交在你们手里。
20:25 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的财物
25: 8 但　神必使你败在~面前、因
25:20 好将他们交在~手里、因为他
拉 4: 1 犹大和便雅悯的~听说、被掳

尼 4:11 我们的~且说、趁他们不知、
 4:12 那靠近~居住的犹大人、十次
 9:27 所以你将他们交在~的手中、
 9:27 拯救者、救他们脱离~的手。
斯 7: 4 但王的损失、~万不能补足。
 7: 6 仇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
伯 6:23 拯救我脱离~的手么．救赎我
16: 9 向我切齿．我的~怒目看我。
19:11 的忿怒向我发作、以我为~。
36:32 命闪电击中~。〔或作中了靶
诗 3: 1 我的~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
 6: 7 又因我一切的~眼睛昏花。
 7: 6 抵挡我~的暴怒．求你为我兴
 8: 2 你因~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
10: 5 至于他一切的~、他都向他们
13: 4 免得我的~在我摇动的时候喜
23: 5 在我~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27:12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遂其所
31:11 我因一切~成了羞辱、在我的
42:10 我的~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
44: 5 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靠
44: 7 惟你救了我们脱离~、使恨我
44:10 你使我们向~转身退后．那恨
60:11 求你帮助我们攻击~、因为人
60:12 因为践踏我们~的就是他。
69:19 羞辱．我的~都在你面前。
74: 4 你的~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
74:10 ~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
74:23 不要忘记你~的声音．那起来
78:42 手〕和赎他们脱离~的日子．
78:61 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手中。
78:66 他就打退了他的~、叫他们永
81:14 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
89:23 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击
89:42 你高举了他~的右手．你叫他
97: 3 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
105:24 生养众多、使他们比~强盛．
105:25 使~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
105:27 在~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含地显
106:11 水淹没他们的~、没有一个存
106:42 压他们、他们就伏在~手下。
107: 2 就是他从~手中所救赎的、

108:12 求你帮助我们攻击~、因为人
108:13 因为践踏我们~的就是他。
112: 8 不惧怕、直到他看见~遭报。
119:139火烧、因我~忘记你的言语。
129: 1 我幼年以来、~屡次苦害我、
129: 2 ~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
136:24 他救拔我们脱离~、因他的慈
142: 3 行的路上、~为我暗设网罗。
赛 1:24 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报仇．
 9:11 耶和华要高举利汛的~、来攻
26:11 抱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
33: 8 ~背约、藐视城邑、不顾人民
59:18 恼怒他的~、报复他的仇敌、
63:18 我们的~已经践踏你的圣所。
64: 2 使你~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
耶 6: 9 ~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
 8:16 听见从但那里~的马喷鼻气．
10:22 ~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
15: 9 我必在他们~跟前、交与刀剑
30:16 你的~、个个都被掳去、掳掠
32:24 ~已经来到、筑垒要攻取这城
33: 4 就是拆毁为挡~高垒和刀剑的
46:10 要向~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
46:22 ~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
46:23 ~却要砍伐、因他们多于蝗虫
47: 3 听见~壮马蹄跳的响声、和战
48:15 ~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
50: 7 ~说、我们没有罪、因他们得
51:14 我必使~充满你、像蚂蚱一样
哀 1: 5 他的~为首．他的仇敌亨通．
 1: 5 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掳去。
 1: 7 他百姓落在~手中、无人救济
 1: 7 ~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
 1:10 ~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
 2: 4 如同~、将悦人眼目的、尽行
 2:17 耀、使你~的角、也被高举。
 4:12 都不信~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
 5:11 ~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
结17:17 ~筑垒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
36: 3 因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
39:23 将他们交在~手中、他们便都
但 4:19 恶你的人、讲解归与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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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8: 1 ~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
摩 3:11 ~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
 6: 8 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
弥 5: 3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
 5: 9 高过~。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
鸿 1: 2 向他的~施报、向他的仇敌怀
哈 3:14 你用~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
亚 8:10 且因~的缘故、出入之人、不
路13:17 他的~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
14:32 就趁~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
21:15 是你们一切~所敌不住、驳不
腓 1:28 凡事不怕~的惊吓．这是证明
提前 5:14 理家务、不给~辱骂的把柄．
来10:27 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的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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