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掠 聖經(135次)

新約(4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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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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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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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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12)
歷史書(37)

預言書(2)

約書亞記(3)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8)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9) 以斯拉記(4)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2)

創世紀(6)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4)
舊約(131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2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1)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13)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4)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3)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65)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1) 詩篇(3)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4:11 並一切的糧食、都擄~去了。
14:12 和羅得的財物擄~去了．當時
14:16 將被擄~的一切財物奪回來、
34:27 到被殺的人那裏、擄~那城、
34:29 各房中所有的、都擄~去了。
49:27 便雅憫是個撕~的狼、早晨要
民14: 3 必被擄~、我們回埃及去豈不
14:31 要被擄~的、我必把他們領進
申 1:39 就是你們所說必被擄~的、和
 2:35 的財物、都取為自己的~物。
 3: 7 的財物、都取為自己的~物。
20:14 你可以取為自己的~物、耶和
書 8: 2 你們可以取為自己的~物．你
 8:27 以色列人都取為自己的~物、
11:14 以色列人都取為自己的~物．
士 5:12 你當奮興、擄~你的敵人。
 5:19 他納爭戰．卻未得擄~銀錢。
 5:30 得繡花的彩衣為~物．這彩衣
18:30 司、直到那地遭擄~的日子。

撒上13:17 有~兵從非利士營中出來、分
14:15 防兵和~兵也都戰兢、地也震
14:36 搶~他們、直到天亮、不留他
14:48 色列人脫離搶~他們之人的手
15:19 急忙擄~財物、行耶和華眼中
23:27 非利士人犯境搶~．請王快快
30:20 前邊、說、這是大衛的~物。
30:26 從~物中取些送給他朋友猶大

撒下 3:22 攻擊敵軍帶回許多的~物．那
 8:12 利合的兒子哈大底謝所~之物

王下 7:16 擄~亞蘭人的營盤。於是一細
21:14 使他們成為一切仇敵擄~之物

代上 5:21 他們擄~了夏甲人的牲畜、有
 6:15 擄~猶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時候

代下14:14 猶大人又將所有的城擄~一空
21:17 擄~了王宮裏所有的財貨、和
24:23 將所~的財貨送到大馬色王那
28: 8 又~了許多的財物、帶到撒瑪
28:14 和~來的財物、都留在眾首領
28:15 就從所~的財物中拿出衣服和
28:17 人又來攻擊猶大、擄~子民。
29: 9 我們的妻子兒女也被擄~。
30: 9 必在擄~他們的人面前蒙憐恤

拉 1: 7 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來
 5:14 路撒冷的殿中~去帶到巴比倫
 6: 5 耶路撒冷的殿中~到巴比倫的
 9: 7 擄~、搶奪、臉上蒙羞、正如
尼 4: 4 使他們在擄到之地作為~物．
斯 3:13 滅絕、並奪他們的財為~物．
 8:11 兒女、奪取他們的財為~物。
伯42:10 苦境原文作擄~〕並且耶和華
詩68:18 擄~仇敵、你在人間、就是在
106:46 使他們在凡擄~他們的人面前
137: 3 因為在那裏擄~我們的、要我
賽 8: 1 就是擄~速臨搶奪快到的意思
10: 2 當作擄物、以孤兒當作~物。
10: 6 奪貨為~物、將他們踐踏、像
11:14 一同擄~東方人、伸手按住以
14: 2 也要擄~先前擄掠他們的、轄
14: 2 也要擄掠先前擄~他們的、轄
17:14 這是擄~我們之人所得的分、
20: 4 ~去古實人、無論老少、都露
33:23 分了．瘸腿的把~物奪去了。
42:22 他們作~物、無人拯救、作擄
49:24 奪回、該擄~的豈能解救麼。
49:25 就是勇士所擄~的、也可以奪
59:15 離惡的人反成~物。那時、耶
耶 2:14 的奴僕麼．為何成為~物呢。
13:19 猶大全被擄~、且擄掠淨盡。
13:19 猶大全被擄掠、且擄~淨盡。
15: 2 荒．定為擄~的、必被擄掠。
15: 2 荒．定為擄掠的、必被擄~。
15:13 把你的貨物財寶當~物、白白
15:14 必使仇敵帶這~物到你所不認
17: 3 並丘壇、當~物交給仇敵。
20: 5 仇敵要當作~物、帶到巴比倫
21: 9 存活、要以自己的命為~物。
27:20 尼布甲尼撒擄~猶大王約雅敬
27:20 貴冑的時候所沒有~去的器皿
28: 3 甲尼撒從這地~到巴比倫的器
29:14 回我使你們被擄~離開的地方
30:16 擄~你的、必成為擄物、搶奪
30:16 物、搶奪你的、必成為~物。
38: 2 就是以自己命為~物的、必得
39:18 卻要以自己的命為~物、因你

43:11 定為擄~的、必被擄掠、定為
43:11 必被擄~、定為刀殺的、必交
45: 5 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為~物．
49:29 為自己~去。人向他們喊著說
49:32 必成為~物．他們眾多的牲畜
50:10 迦勒底必成為~物．凡擄掠他
50:10 凡擄~他的都必心滿意足．這
50:33 凡擄~他們的、都緊緊抓住他
結 7:21 我必將這殿交付外邦人為~物
22:25 如咆哮的獅子抓撕~物．他們
22:27 其中的首領彷彿豺狼抓撕~物
23:10 擄~他的兒女、用刀殺了他、
25: 3 猶大家被擄~．那時、你便因
26:12 以你的貨財為~物、破壞你的
29:19 他必擄~埃及群眾、搶其中的
29:19 奪其中的貨為~物這就可以作
30: 4 人民必被擄~、基址必被拆毀
30:17 下．這些城的人、必被擄~。
30:18 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擄~。
34: 8 我的羊因無牧人就成為~物、
34:22 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作~物
34:28 他們必不再作外邦人的~物、
36: 5 己為業、又看為被棄的~物．
38:12 奪貨為~物、反手攻擊那從前
38:13 你聚集軍隊要奪貨為~物麼．
39:10 擄~那擄掠他們的人．這是主
39:10 擄掠那擄~他們的人．這是主
39:23 國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擄~
40: 1 我們被擄~第二十五年、耶路
但 5: 2 路撒冷殿中所~的金銀器皿拿
 5: 3 神殿庫房中所~的金器皿拿來
11: 8 與金銀的寶器~到埃及去．數
11:24 ~物、和財寶、散給眾人．又
11:33 或被火燒、或被擄~搶奪。
何13:15 仇敵必擄~他所積蓄的一切寶
摩 1: 6 因為他擄~眾民交給以東。
 3:11 的勢力衰微、搶~你的家宅。
 4:10 使你們的馬匹被擄~、營中屍
 5: 5 因為吉甲必被擄~、伯特利也
俄 1:11 當外人擄~雅各的財物、外邦
鴻 2: 9 你們搶~金銀吧。因為所積蓄
哈 1: 9 將擄~的人聚集、多如塵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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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1:13 必成為~物、他們的房屋、必
 2: 9 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擄~他們、
 3: 8 直到我興起擄~的日子、因為
亞 2: 8 遣我去懲罰那擄~你們的列國
14: 1 你的財物必被搶~、在你中間

林後11:20 或擄~你們、或悔慢你們、或
弗 4: 8 擄~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
啟13:10 擄~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
13:10 擄掠人的必被擄~．用刀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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