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苦 圣经(96次)

新约(10次)
福音书(2)
历史书(1)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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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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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8)
历史书(3)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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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3)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4)
旧约(86次)

以赛亚书(11)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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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51) 约伯记(10) 诗篇(35) 箴言(6) 传道书(0) 雅歌(0)

创41:51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和我
出 3: 7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我
 3:17 要将你们从埃及的~中领出来
 4:31 鉴察他们的~、就低头下拜。
申15:11 总要向你地上~穷乏的弟兄松
16: 3 就是~饼．（你本是急忙出了
24:14 ~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
26: 7 看见我们所受的~、劳碌、欺
士 2:15 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
撒下22:28 ~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
尼 9: 9 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
伯 7: 3 经过~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
15:24 急难~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
24:14 杀害~穷乏人．夜间又作盗贼
29:12 因我拯救哀求的~人、和无人
30:16 其悲伤．~的日子将我抓住。
30:27 扰不安、~的日子临到我身。
34:28 那里、他也听了~人的哀声。
36: 6 恶人的性命、却为~人伸冤。
36:15 　神借着~、救拔困苦人、趁
36:15 救拔~人、趁他们受欺压、开
诗 4: 1 我在~中、你曾使我宽广．现
 9:12 屈的人、不忘记~人的哀求。
 9:18 ~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
10: 2 把~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
10: 9 要掳去~人．他拉网、就把困
10: 9 人．他拉网、就把~人掳去。
10:12 求你举手．不要忘记~人。
12: 5 因为~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
14: 6 你们叫~人的谋算、变为羞辱
18:27 ~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
25:16 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
25:18 求你看顾我的~、我的艰难、
31: 7 因为你见过我的~、知道我心
34: 6 我这~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
35:10 谁能像你救护~人、脱离那比
35:10 救护~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
37:14 要打倒~穷乏的人、要杀害行
40:17 但我是~穷乏的、主仍顾念我
68:10 你的恩惠是为~人预备的。
69:29 但我是~忧伤的．　神阿、愿
70: 5 但我是~穷乏的．　神阿、求

72: 2 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人。
72: 4 他必为民中的~人伸冤、拯救
72:12 没有人帮助的~人、他也要搭
74:19 不要永远忘记你~人的性命。
74:21 要叫~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
82: 3 当为~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
86: 1 耳应允我、因我是~穷乏的。
88: 9 因~而干瘪。耶和华阿、我天
102: 1 ~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
107:10 荫里的人、被~和铁链捆锁、
109:16 却逼迫~穷乏的、和伤心的人
109:22 因为我~穷乏、内心受伤。
116:10 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
140:12 我知道耶和华必为~人伸冤、
箴15:15 ~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
22:22 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人．
30:14 要吞灭地上的~人、和世间的
31: 5 律例、颠倒一切~人的是非．
31: 9 义判断、为~和穷乏的辨屈。
31:20 他张手赒济~人．伸手帮补穷
赛10: 2 夺去我民中~人的理、以寡妇
10:30 须听．哀哉、~的亚拿突阿。
14:32 他百姓中的~人、必投奔在其
26: 6 就是被~人的脚、和穷乏人的
30: 6 经过艰难~之地、就是公狮、
30:20 以~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
41:17 ~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
49:13 的百姓、也要怜恤他~之民。
51:21 你这~却非因酒而醉的、要听
54:11 你这受~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
58:10 使~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
耶22:16 他为~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
哀 1: 7 耶路撒冷在~窘迫之时、就追
 3: 1 和华忿怒的杖、遭遇~的人。
 3:19 记念我如茵蔯和苦胆的~窘迫
结16:49 并没有扶助~和穷乏人的手。
18:12 亏负~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
22:29 亏负~穷乏的、背理欺压寄居
珥 1:18 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
摩 8: 4 使~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
番 1:15 是急难~的日子、是荒废凄凉
 3:12 留下~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

亚11: 7 就是群中最~的羊。我拿着两
11:11 那些仰望我的~羊、就知道所
太 9:36 因为他们~流离、如同羊没有
路21:25 地上的邦国也有~．因海中波
徒 7:34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我
罗 2: 9 ~、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
 8:35 是~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

林后 6: 4 多的忍耐、患难、穷乏、~、
11:27 受~、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
12:10 ~、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

帖前 3: 7 我们在一切~患难之中、因着
启 3:17 却不知道你是那~、可怜、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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