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箭 聖經(108次)

新約(1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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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腓立比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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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箭 jiàn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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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3)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9) 歷
代志上(4)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5)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107次)

以賽亞書(11)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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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8)
詩歌智慧書(32) 約伯記(10) 詩篇(18)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創21:16 自己走開約有一~之遠、相對
21:20 長、住在曠野、成了弓~手。
27: 3 就是~囊、和弓、往田野去為
49:23 弓~手將他苦害、向他射箭、
49:23 他苦害、向他射~、逼迫他．
出19:13 或用~射透、無論是人、是牲
民24: 8 他們的骨頭、用~射透他們。
申32:23 身上、把我的~向他們射盡。
32:42 我要使我的~飲血飲醉、就是
士 5:11 在遠離弓~響聲打水之處、人
撒上20:20 我要向磐石旁邊射三~、如同

20:20 邊射三箭、如同射~靶一樣。
20:21 去把~找來。我若對童子說、
20:21 ~在後頭、把箭拿來．你就可
20:21 把~拿來．你就可以回來．我
20:22 ~在前頭．你就要去．因為是
20:36 把我所射的~找來。童子跑去
20:36 約拿單就把~射在童子前頭。
20:37 童子到了約拿單落~之地、約
20:37 童子說、~不是在你前頭麼。
20:38 童子就拾起~來、回到主人那
20:40 約拿單將弓~交給童子、吩咐
31: 3 掃羅被弓~手追上、射傷甚重

撒下 1:22 約拿單的弓~、非流敵人的血
11:20 豈不知敵人必從城上射~麼。
11:24 射~的從城上射王的僕人、射
22:15 他射出~來、使仇敵四散．發

王下 9:24 ~從心窩穿出、約蘭就仆倒在
13:15 你取弓~來．王就取了弓箭來
13:15 取弓箭來．王就取了弓~來。
13:17 射~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說
13:17 他就射~．以利沙說、這是耶
13:17 這是耶和華的得勝~、就是戰
13:17 就是戰勝亞蘭人的~．因為你
13:18 取幾枝~來．他就取了來．以
19:32 也不在這裏射~、不得拿盾牌

代上 5:18 拉弓射~、出征善戰的勇士、
 8:40 是弓~手、他們有許多的子孫
10: 3 掃羅被弓~手追上、射傷甚重
12: 2 能用左右兩手甩石射~．都是

代下17:17 率領拿弓~和盾牌的二十萬．
26:15 用以射~發石．烏西雅的名聲

35:23 弓~手射中約西亞王．王對他
伯 6: 4 因全能者的~射入我身、其毒
 7:20 為何以我當你的~靶子、使我
16:12 摔碎、又立我為他的~靶子。
16:13 他的弓~手四面圍繞我．他破
20:24 鐵器、銅弓的~要將他射透。
20:25 他把~一抽、就從他身上出來
20:25 發光的~頭、從他膽中出來．
27:22 　神要向他射~、並不留情．
39:23 ~袋和發亮的槍、並短槍、在
41:28 ~不能恐嚇他使他逃避、彈石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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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使仇敵四散．多
21:12 逃跑、向他們的臉搭~在弦。
38: 2 因為你的~射入我身、你的手
45: 5 你的~鋒快、射中王敵之心．
57: 4 槍、~．他們的舌頭是快刀。
58: 7 他們瞅準射~的時候、願箭頭
58: 7 箭的時候、願~頭彷彿砍斷。
64: 3 毒的言語、好像比準了的~．
64: 7 射他們．他們忽然被~射傷。
76: 3 他在那裏折斷弓上的火~、並
77:17 出響聲．你的~也飛行四方。
91: 5 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
120: 4 就是勇士的利~、和羅騰木的
127: 4 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
127: 5 ~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
144: 6 射出你的~、使他們擾亂。
箴 7:23 直等~穿他的肝、如同雀鳥急
25:18 就是大槌、是利刀、是快~。
26:10 的、就像射傷眾人的弓~手。
26:18 利~、與殺人的兵器〔殺人的
賽 5:28 他們的~快利、弓也上了弦．
 7:24 必帶弓~、因為遍地滿了荊棘
14:23 我必使巴比倫為~豬所得、又
21:17 弓~手所餘剩的、就是基達人
22: 3 都為弓~手所捆綁．你中間一
22: 6 以攔帶著~袋、還有坐戰車的
34:11 ~豬、卻要得為業．貓頭鷹、
34:15 ~蛇要在那裏作窩、下蛋、菢
37:33 也不在這裏射~、不得拿盾牌

49: 2 又使我成為磨亮的~、將我藏
49: 2 的箭、將我藏在他~袋之中。
耶 4:29 因馬兵和弓~手的響聲、就都
 5:16 他們的~袋、是敞開的墳墓、
 9: 8 他們的舌頭是毒~、說話詭詐
50: 9 他們的~、好像善射之勇士的
50: 9 好像善射之勇士的~、一枝也
50:14 射~攻擊他．不要愛惜箭枝、
50:14 不要愛惜~枝、因他得罪了耶
50:29 招集一切弓~手來、攻擊巴比
51: 3 要向拉弓的和貫甲挺身的射~
51:11 你們要磨尖了~頭、抓住盾牌
哀 3:12 他張弓將我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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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5:16 我要將滅人使人饑荒的惡~、
21:21 原文作~〕求問神像、察看犧
39: 3 的弓、從你右手打掉你的~。
39: 9 弓~、梃杖、槍矛、都當柴燒
哈 3:11 因你的~射出發光、你的槍閃
番 2:14 鵜鶘和~豬要宿在柱頂上．在
亞 9:13 我拿以法蓮為張弓的~．錫安
 9:14 他的~必射出像閃電．主耶和
弗 6:16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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