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打 圣经(104次)

新约(9次)
福音书(8)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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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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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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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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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历史书(7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3) 士师记(14)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13)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12) 
历代志上(10)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3)
旧约(95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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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诗歌智慧书(1)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4: 2 他们都~所多玛王比拉、蛾摩
16:12 他的手要~人、人的手也要攻
16:12 人的手也要~他、他必住在众
民22: 6 ~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
申20:10 你临近一座城要~的时候、先
20:19 你若许久围困~所要取的一座
23: 9 你出兵~仇敌、就要远避诸恶
书10: 4 我们好~基遍．因为他们与约
10: 5 去、对着基遍安营、~基遍。
10:25 这样待你们所要~的一切仇敌
10:29 从玛基大往立拿去、~立拿。
10:30 约书亚~这城、用刀击杀了城
10:31 去、对着拉吉安营、~这城。
10:34 对着伊矶伦安营、~这城．
10:36 伊矶伦上希伯仑去、~这城．
10:38 色列众人回到底璧、~这城．
11: 7 米伦水边突然向前、~他们。
15:16 谁能~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
22:12 聚集在示罗、要上去~他们。
22:33 不再提上去~流便人、迦得人
士 1: 8 犹大人~耶路撒冷、将城攻取
 1:12 谁能~基列西弗、将城夺取、
 1:22 约瑟家也上去~伯特利、耶和
 3:13 去~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
 6: 3 人、和东方人都上来~他们、
 9:45 亚比米勒整天~城、将城夺取
 9:52 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挨近楼
10: 9 渡过约但河去~犹大和便雅悯
10:18 谁能先去~亚扪人、谁必作基
11: 4 过了些日子亚扪人~以色列。
11: 5 亚扪人~以色列的时候、基列
11:12 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我呢。
11:27 你却~我、恶待我．愿审判人
12: 3 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我呢

撒上23: 2 我去~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
23: 2 你可以去~非利士人、拯救基
23: 3 况往基伊拉去~非利士人的军
23: 8 要下去~基伊拉城、围困大卫
23:28 回去~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

撒下 5: 6 要~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
 5: 8 谁~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
 5: 8 当上水沟~我心里所恨恶的瘸

 5:19 我可以上去~非利士人么．你
 5:23 们后头、从桑林对面~他们．
 5:24 经在你前头去~非利士人的军
 5:25 ~非利士人、从迦巴直到基色
 8: 1 此后大卫~非利士人、把他们
 8: 2 又~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
 8: 3 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他、
10:13 前进~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
12:27 说、我~拉巴、取其水城。
21:17 ~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

王上20:21 以色列王出城~车马、大大击
王下 3: 7 你肯同我去~摩押么。他说、

 3:24 以色列人就起来~他们、以致
 3:25 墙．甩石的兵在四围~那城。
 8:21 ~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
12:17 ~迦特、攻取了．就定意上来
12:17 了．就定意上来~耶路撒冷。
13:17 因为你必在亚弗~亚兰人、直
13:19 就能~亚兰人、直到灭尽．现
15:16 ~提斐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
16: 5 利的儿子比加上来~耶路撒冷
16: 9 就上去~大马色、将城攻取、
19: 8 正遇见亚述王~立拿．原来他

代上11: 6 谁先~耶布斯人、必作首领元
14:10 我可以上去~非利士人么．你
14:14 们后头、从桑林对面~他们。
14:15 经在你前头去~非利士人的军
14:16 ~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
18: 1 大卫~非利士人、把他们治服
18: 2 又~摩押、摩押人就归服大卫
18: 3 权、大卫就~他、直到哈马．
19:14 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亚兰人
20: 1 撒冷。约押~拉巴将城倾覆。

代下12: 2 埃及王示撒上来~耶路撒冷．
25:13 ~犹大各城、从撒玛利亚直到
32: 2 基立来、定意要~耶路撒冷、
32: 9 和他的全军~拉吉、就差遣臣
诗109: 3 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我。
赛 7: 1 以色列王比加上来~耶路撒冷
20: 1 他珥探就~亚实突、将城攻取
37: 8 正遇见亚述王~立拿．原来他
耶 6: 6 筑垒~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

34: 1 ~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
34: 7 巴比伦王的军队正~耶路撒冷
34: 7 又~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
34:22 ~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
37: 8 ~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
49:28 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的基达
结21:22 垒造台、以撞城锤、~城门。
29:18 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推罗、
29:18 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推罗、并
但11:24 又要设计~保障、然而这都是
何 8: 1 敌人如鹰来~耶和华的家、因
太24: 7 民要~民、国要攻打国．多处
24: 7 国要~国．多处必有饥荒、地
可 3:26 若撒但自相~分争、他就站立
13: 8 民要~民、国要攻打国、多处
13: 8 国要~国、多处必有地震、饥
路14:31 去敌那领二万兵来~他的么。
21:10 说、民要~民、国要攻打国．
21:10 说、民要攻打民、国要~国．
徒 4:27 要~你所膏的圣仆耶稣、〔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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