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苦 聖經(96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2)
歷史書(1)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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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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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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8)
歷史書(3)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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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3)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4)
舊約(86次)

以賽亞書(11)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8)
詩歌智慧書(51) 約伯記(10) 詩篇(35) 箴言(6) 傳道書(0) 雅歌(0)

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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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將你們從埃及的~中領出來
 4:31 鑒察他們的~、就低頭下拜。
申15:11 總要向你地上~窮乏的弟兄鬆
16: 3 就是~餅．（你本是急忙出了
24:14 ~窮乏的雇工、無論是你的弟
26: 7 看見我們所受的~、勞碌、欺
士 2:15 們所起的誓．他們便極其~。
撒下22:28 ~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
尼 9: 9 看見我們列祖在埃及所受的~
伯 7: 3 經過~的日月、夜間的疲乏為
15:24 急難~叫他害怕、而且勝了他
24:14 殺害~窮乏人．夜間又作盜賊
29:12 因我拯救哀求的~人、和無人
30:16 其悲傷．~的日子將我抓住。
30:27 擾不安、~的日子臨到我身。
34:28 那裏、他也聽了~人的哀聲。
36: 6 惡人的性命、卻為~人伸冤。
36:15 　神藉著~、救拔困苦人、趁
36:15 救拔~人、趁他們受欺壓、開
詩 4: 1 我在~中、你曾使我寬廣．現
 9:12 屈的人、不忘記~人的哀求。
 9:18 ~人的指望、必不永遠落空。
10: 2 把~人追得火急．願他們陷在
10: 9 要擄去~人．他拉網、就把困
10: 9 人．他拉網、就把~人擄去。
10:12 求你舉手．不要忘記~人。
12: 5 因為~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
14: 6 你們叫~人的謀算、變為羞辱
18:27 ~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
25:16 憐恤我、因為我是孤獨~。
25:18 求你看顧我的~、我的艱難、
31: 7 因為你見過我的~、知道我心
34: 6 我這~人呼求、耶和華便垂聽
35:10 誰能像你救護~人、脫離那比
35:10 救護~窮乏人、脫離那搶奪他
37:14 要打倒~窮乏的人、要殺害行
40:17 但我是~窮乏的、主仍顧念我
68:10 你的恩惠是為~人預備的。
69:29 但我是~憂傷的．　神阿、願
70: 5 但我是~窮乏的．　神阿、求

72: 2 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人。
72: 4 他必為民中的~人伸冤、拯救
72:12 沒有人幫助的~人、他也要搭
74:19 不要永遠忘記你~人的性命。
74:21 要叫~窮乏的人讚美你的名。
82: 3 當為~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
86: 1 耳應允我、因我是~窮乏的。
88: 9 因~而乾癟。耶和華阿、我天
102: 1 ~人發昏的時候、在耶和華面
107:10 蔭裏的人、被~和鐵鍊捆鎖、
109:16 卻逼迫~窮乏的、和傷心的人
109:22 因為我~窮乏、內心受傷。
116:10 如此說話．我受了極大的~。
140:12 我知道耶和華必為~人伸冤、
箴15:15 ~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
22:22 也不可在城門口欺壓~人．
30:14 要吞滅地上的~人、和世間的
31: 5 律例、顛倒一切~人的是非．
31: 9 義判斷、為~和窮乏的辨屈。
31:20 他張手賙濟~人．伸手幫補窮
賽10: 2 奪去我民中~人的理、以寡婦
10:30 須聽．哀哉、~的亞拿突阿。
14:32 他百姓中的~人、必投奔在其
26: 6 就是被~人的腳、和窮乏人的
30: 6 經過艱難~之地、就是公獅、
30:20 以~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
41:17 ~窮乏人尋求水卻沒有、他們
49:13 的百姓、也要憐恤他~之民。
51:21 你這~卻非因酒而醉的、要聽
54:11 你這受~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
58:10 使~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
耶22:16 他為~和窮乏人伸冤、那時就
哀 1: 7 耶路撒冷在~窘迫之時、就追
 3: 1 和華忿怒的杖、遭遇~的人。
 3:19 記念我如茵蔯和苦膽的~窘迫
結16:49 並沒有扶助~和窮乏人的手。
18:12 虧負~和窮乏的人、搶奪人的
22:29 虧負~窮乏的、背理欺壓寄居
珥 1:18 因為無草．羊群也受了~。
摩 8: 4 使~人衰敗的、當聽我的話．
番 1:15 是急難~的日子、是荒廢淒涼
 3:12 留下~貧寒的民．他們必投靠

亞11: 7 就是群中最~的羊。我拿著兩
11:11 那些仰望我的~羊、就知道所
太 9:36 因為他們~流離、如同羊沒有
路21:25 地上的邦國也有~．因海中波
徒 7:34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我
羅 2: 9 ~、加給一切作惡的人、先是
 8:35 是~麼、是逼迫麼、是饑餓麼

林後 6: 4 多的忍耐、患難、窮乏、~、
11:27 受~、多次不得睡、又饑又渴
12:10 ~、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

帖前 3: 7 我們在一切~患難之中、因著
啟 3:17 卻不知道你是那~、可憐、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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