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敵人 聖經(140次)

新約(6次)
福音書(3)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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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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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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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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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歷史書(3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9)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7)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2)

創世紀(2)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4)
舊約(134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14) 耶利米哀歌(9)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2)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4)
詩歌智慧書(44) 約伯記(4) 詩篇(40)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4:15 自己同僕人分隊殺敗~、又追
14:20 至高的　神把~交在你手裏、
出23:22 敵作仇敵、向你的~作敵人。
23:22 敵作仇敵、向你的敵人作~。
民10: 9 與欺壓你們的~打仗、就要用
申32:27 只怕~錯看、說、是我們手的
32:41 就必報復我的~、報應恨我的
32:43 報應他的~、潔淨他的地、救
33: 7 己爭戰、你必幫助他攻擊~。
書 5:13 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呢。
10:13 直等國民向~報仇．這事豈不
士 5:12 阿、你當奮興、擄掠你的~。
 5:21 把~沖沒．我的靈阿、應當努

撒上 4: 3 在我們中間救我們脫離~的手
14:24 不等到晚上向~報完了仇吃甚
29: 4 恐怕他在陣上反為我們的~．

撒下 1:22 非流~的血不退縮．掃羅的刀
 5:20 耶和華在我面前沖破~、如同
10: 9 約押看見~在他前後擺陣、就
11:16 知道~那裏有勇士、便將烏利
11:20 豈不知~必從城上射箭麼。
11:23 ~強過我們、出到郊野與我們
18: 3 ~必不介意．我們陣亡一半、
18: 3 ~也不介意．因為你一人強似
24:13 是在你~面前逃跑、被追趕三

王上11:14 作所羅門的~．他是以東王的
11:23 作所羅門的~．他先前逃避主
11:25 利遜也作以色列的~．他恨惡
20:20 各人遇見~就殺．亞蘭人逃跑

王下 6:18 ~下到以利沙那裏、以利沙禱
代上 5:22 ~被殺仆倒的甚多、因為這爭

 5:22 他們就住在~的地上、直到被
12:17 是將我這無罪的人賣在~手裏
14:11 　神藉我的手沖破~、如同水
19:10 約押看見~在他前後擺陣、就
21:12 或敗在你~面前、被敵人的刀
21:12 被~的刀追殺三個月、或在你

代下18:14 然得勝．~必交在你們手裏。
20:25 和他的百姓就來收取~的財物
25: 8 但　神必使你敗在~面前、因
25:20 好將他們交在~手裏、因為他
拉 4: 1 猶大和便雅憫的~聽說、被擄

尼 4:11 我們的~且說、趁他們不知、
 4:12 那靠近~居住的猶大人、十次
 9:27 所以你將他們交在~的手中、
 9:27 拯救者、救他們脫離~的手。
斯 7: 4 但王的損失、~萬不能補足。
 7: 6 仇人~就是這惡人哈曼．哈曼
伯 6:23 拯救我脫離~的手麼．救贖我
16: 9 向我切齒．我的~怒目看我。
19:11 的忿怒向我發作、以我為~。
36:32 命閃電擊中~。〔或作中了靶
詩 3: 1 我的~何其加增．有許多人起
 6: 7 又因我一切的~眼睛昏花。
 7: 6 抵擋我~的暴怒．求你為我興
 8: 2 你因~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
10: 5 至於他一切的~、他都向他們
13: 4 免得我的~在我搖動的時候喜
23: 5 在我~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27:12 求你不要把我交給~、遂其所
31:11 我因一切~成了羞辱、在我的
42:10 我的~辱罵我、好像打碎我的
44: 5 我們靠你要推倒我們的~．靠
44: 7 惟你救了我們脫離~、使恨我
44:10 你使我們向~轉身退後．那恨
60:11 求你幫助我們攻擊~、因為人
60:12 因為踐踏我們~的就是他。
69:19 羞辱．我的~都在你面前。
74: 4 你的~在你會中吼叫．他們豎
74:10 ~辱罵要到幾時呢．仇敵褻瀆
74:23 不要忘記你~的聲音．那起來
78:42 手〕和贖他們脫離~的日子．
78:61 去、將他的榮耀交在~手中。
78:66 他就打退了他的~、叫他們永
81:14 的仇敵、反手攻擊他們的~。
89:23 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擊
89:42 你高舉了他~的右手．你叫他
97: 3 他前頭行、燒滅他四圍的~。
105:24 生養眾多、使他們比~強盛．
105:25 使~的心轉去恨他的百姓、並
105:27 在~中間顯他的神蹟在含地顯
106:11 水淹沒他們的~、沒有一個存
106:42 壓他們、他們就伏在~手下。
107: 2 就是他從~手中所救贖的、

108:12 求你幫助我們攻擊~、因為人
108:13 因為踐踏我們~的就是他。
112: 8 不懼怕、直到他看見~遭報。
119:139火燒、因我~忘記你的言語。
129: 1 我幼年以來、~屢次苦害我、
129: 2 ~屢次苦害我、卻沒有勝了我
136:24 他救拔我們脫離~、因他的慈
142: 3 行的路上、~為我暗設網羅。
賽 1:24 的對頭雪恨、向我的~報仇．
 9:11 耶和華要高舉利汛的~、來攻
26:11 抱愧．並且有火燒滅你的~。
33: 8 ~背約、藐視城邑、不顧人民
59:18 惱怒他的~、報復他的仇敵、
63:18 我們的~已經踐踏你的聖所。
64: 2 使你~知道你的名、使列國在
耶 6: 9 ~必擄盡以色列剩下的民、如
 8:16 聽見從但那裏~的馬噴鼻氣．
10:22 ~來了、有大擾亂從北方出來
15: 9 我必在他們~跟前、交與刀劍
30:16 你的~、個個都被擄去、擄掠
32:24 ~已經來到、築壘要攻取這城
33: 4 就是拆毀為擋~高壘和刀劍的
46:10 要向~報仇．刀劍必吞吃得飽
46:22 ~要成隊而來、如砍伐樹木的
46:23 ~卻要砍伐、因他們多於蝗蟲
47: 3 聽見~壯馬蹄跳的響聲、和戰
48:15 ~上去進了他的城邑．他所特
50: 7 ~說、我們沒有罪、因他們得
51:14 我必使~充滿你、像螞蚱一樣
哀 1: 5 他的~為首．他的仇敵亨通．
 1: 5 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擄去。
 1: 7 他百姓落在~手中、無人救濟
 1: 7 ~看見、就因他的荒涼嗤笑。
 1:10 ~伸手、奪取他的美物．他眼
 2: 4 如同~、將悅人眼目的、盡行
 2:17 耀、使你~的角、也被高舉。
 4:12 都不信~和仇敵能進耶路撒冷
 5:11 ~在錫安玷污婦人、在猶大的
結17:17 ~築壘造臺、與他打仗的時候
36: 3 因為~使你荒涼、四圍吞吃、
39:23 將他們交在~手中、他們便都
但 4:19 惡你的人、講解歸與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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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8: 1 ~如鷹來攻打耶和華的家、因
摩 3:11 ~必來圍攻這地、使你的勢力
 6: 8 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
彌 5: 3 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
 5: 9 高過~。願你的仇敵都被剪除
鴻 1: 2 向他的~施報、向他的仇敵懷
哈 3:14 你用~的戈矛刺透他戰士的頭
亞 8:10 且因~的緣故、出入之人、不
路13:17 他的~都慚愧了．眾人因他所
14:32 就趁~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
21:15 是你們一切~所敵不住、駁不
腓 1:28 凡事不怕~的驚嚇．這是證明
提前 5:14 理家務、不給~辱罵的把柄．
來10:27 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的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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