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箭 圣经(108次)

新约(1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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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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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历史书(3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3)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9) 历
代志上(4)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5)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107次)

以赛亚书(11)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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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8)
诗歌智慧书(32) 约伯记(10) 诗篇(18)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创21:16 自己走开约有一~之远、相对
21:20 长、住在旷野、成了弓~手。
27: 3 就是~囊、和弓、往田野去为
49:23 弓~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
49:23 他苦害、向他射~、逼迫他．
出19:13 或用~射透、无论是人、是牲
民24: 8 他们的骨头、用~射透他们。
申32:23 身上、把我的~向他们射尽。
32:42 我要使我的~饮血饮醉、就是
士 5:11 在远离弓~响声打水之处、人
撒上20:20 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如同

20:20 边射三箭、如同射~靶一样。
20:21 去把~找来。我若对童子说、
20:21 ~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
20:21 把~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
20:22 ~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
20:36 把我所射的~找来。童子跑去
20:36 约拿单就把~射在童子前头。
20:37 童子到了约拿单落~之地、约
20:37 童子说、~不是在你前头么。
20:38 童子就拾起~来、回到主人那
20:40 约拿单将弓~交给童子、吩咐
31: 3 扫罗被弓~手追上、射伤甚重

撒下 1:22 约拿单的弓~、非流敌人的血
11:20 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么。
11:24 射~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
22:15 他射出~来、使仇敌四散．发

王下 9:24 ~从心窝穿出、约兰就仆倒在
13:15 你取弓~来．王就取了弓箭来
13:15 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来。
13:17 射~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
13:17 他就射~．以利沙说、这是耶
13:17 这是耶和华的得胜~、就是战
13:17 就是战胜亚兰人的~．因为你
13:18 取几枝~来．他就取了来．以
19:32 也不在这里射~、不得拿盾牌

代上 5:18 拉弓射~、出征善战的勇士、
 8:40 是弓~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
10: 3 扫罗被弓~手追上、射伤甚重
12: 2 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都是

代下17:17 率领拿弓~和盾牌的二十万．
26:15 用以射~发石．乌西雅的名声

35:23 弓~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
伯 6: 4 因全能者的~射入我身、其毒
 7:20 为何以我当你的~靶子、使我
16:12 摔碎、又立我为他的~靶子。
16:13 他的弓~手四面围绕我．他破
20:24 铁器、铜弓的~要将他射透。
20:25 他把~一抽、就从他身上出来
20:25 发光的~头、从他胆中出来．
27:22 　神要向他射~、并不留情．
39:23 ~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
41:28 ~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弹石
诗 7:13 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
11: 2 把~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
18:14 他射出~来、使仇敌四散．多
21:12 逃跑、向他们的脸搭~在弦。
38: 2 因为你的~射入我身、你的手
45: 5 你的~锋快、射中王敌之心．
57: 4 枪、~．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58: 7 他们瞅准射~的时候、愿箭头
58: 7 箭的时候、愿~头仿佛砍断。
64: 3 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
64: 7 射他们．他们忽然被~射伤。
76: 3 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并
77:17 出响声．你的~也飞行四方。
91: 5 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
120: 4 就是勇士的利~、和罗腾木的
127: 4 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
127: 5 ~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
144: 6 射出你的~、使他们扰乱。
箴 7:23 直等~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
25:18 就是大槌、是利刀、是快~。
26:10 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手。
26:18 利~、与杀人的兵器〔杀人的
赛 5:28 他们的~快利、弓也上了弦．
 7:24 必带弓~、因为遍地满了荆棘
14:23 我必使巴比伦为~猪所得、又
21:17 弓~手所余剩的、就是基达人
22: 3 都为弓~手所捆绑．你中间一
22: 6 以拦带着~袋、还有坐战车的
34:11 ~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
34:15 ~蛇要在那里作窝、下蛋、菢
37:33 也不在这里射~、不得拿盾牌

49: 2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将我藏
49: 2 的箭、将我藏在他~袋之中。
耶 4:29 因马兵和弓~手的响声、就都
 5:16 他们的~袋、是敞开的坟墓、
 9: 8 他们的舌头是毒~、说话诡诈
50: 9 他们的~、好像善射之勇士的
50: 9 好像善射之勇士的~、一枝也
50:14 射~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枝、
50:14 不要爱惜~枝、因他得罪了耶
50:29 招集一切弓~手来、攻击巴比
51: 3 要向拉弓的和贯甲挺身的射~
51:11 你们要磨尖了~头、抓住盾牌
哀 3:12 他张弓将我当作~靶子。
 3:13 他把~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
 3:13 他把箭袋中的~、射入我的肺
结 5:16 我要将灭人使人饥荒的恶~、
21:21 原文作~〕求问神像、察看牺
39: 3 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
39: 9 弓~、梃杖、枪矛、都当柴烧
哈 3:11 因你的~射出发光、你的枪闪
番 2:14 鹈鹕和~猪要宿在柱顶上．在
亚 9:13 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锡安
 9:14 他的~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
弗 6:16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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