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 圣经(91次)

新约(8次)
福音书(4)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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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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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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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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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0)

律法书(8)
历史书(15)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6)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0) 利未记(4) 民数记(0) 申命记(2)
旧约(83次)

以赛亚书(11)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5)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32)
诗歌智慧书(17) 约伯记(6) 诗篇(9)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38:29 你为什么~着来呢、因此给他
43:18 我们为奴仆、~夺我们的驴。
利 6: 2 或是~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
 6: 4 就要归还他所~夺的、或是因
19:13 也不可~夺他的物．雇工人的
26:22 ~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
申28:29 遭遇欺压、~夺、无人搭救。
28:31 你的驴在你眼前被~夺、不得
士 2:14 就把他们交在~夺他们的人手
 2:16 拯救他们脱离~夺他们人的手
 9:25 他们就~夺．有人将这事告诉
21:21 在示罗的女子中各~一个为妻
21:23 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去为妻

撒上 2:16 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去。
12: 3 ~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
14:36 ~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
14:48 以色列人脱离~掠他们之人的
23: 1 士人攻击基伊拉、~夺禾场。
23:27 非利士人犯境~掠．请王快快

王下 3:23 哪、我们现在去~夺财物吧。
17:20 把他们交在~夺他们的人手中

代下25:13 杀了三千人、~了许多财物。
拉 9: 7 ~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
伯 5: 5 也~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
15:21 在平安时~夺的必临到他那里
17: 5 以朋友为可~夺的、连他儿女
24: 2 挪移地界、~夺群畜而牧养。
24: 9 又有人从母怀中~夺孤儿、强
29:17 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的。
诗35:10 苦穷乏人、脱离那~夺他的。
44:10 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夺。
62:10 也不要因~夺而骄傲．若财宝
69: 4 我没有~夺的、要叫我偿还。
76: 5 都被~夺．他们睡了长觉．没
89:41 都~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
109:11 的．愿外人~他劳碌得来的。
137: 3 ~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144:14 没有人闯进来~夺、也没有人
箴22:22 你不可因他贫穷就~夺他的物
22:23 ~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
赛 8: 1 就是掳掠速临~夺快到的意思
 9:20 有人右边~夺、仍受饥饿．左

10: 6 ~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
10:13 ~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
13:16 必被~夺．他们的妻子、必被
17:14 分、是~夺我们之人的报应。
42:22 但这百姓是被~被夺的、都牢
42:24 将以色列交给~夺的呢、岂不
49:24 勇士~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
49:25 强暴人所~的、也可以解救、
61: 8 恨恶~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
耶21:12 拯救被~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
22: 3 拯救被~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
30:16 物、~夺你的、必成为掠物。
50:11 ~夺我产业的阿、你们因欢喜
50:37 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夺。
结18: 7 未曾~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
18:12 ~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
18:16 未曾~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
18:18 ~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
22:25 ~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
22:29 惯行~夺、亏负困苦穷乏的、
23:46 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夺．
29:19 ~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
33:15 还人的当头和所~夺的、遵行
38:12 我去要~财为掳物、夺货为掠
38:13 你来要~财为掳物么．你聚集
38:13 要~夺许多财宝为掳物么。
39:10 并且~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
39:10 并且抢夺那~夺他们的人、掳
45: 9 要除掉强暴和~夺的事、施行
但11:33 或被火烧、或被掳掠~夺。
摩 3:10 那些以强暴~夺财物、积蓄在
 3:11 的势力衰微、~掠你的家宅。
 3:12 样从狮子口中~回两条羊腿或
俄 1:13 你不当伸手~他们的财物。
鸿 2: 9 你们~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
 3: 1 满谎诈和强暴~夺的事总不止
哈 2: 8 因你~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
 2: 8 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夺你
亚14: 1 你的财物必被~掠、在你中间
14: 2 房屋被~夺、妇女被玷污、城
玛 1:13 你们把~夺的、瘸腿的、有病
太12:29 ~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

12:29 壮士、才可以~夺他的家财。
可 3:27 ~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
 3:27 那壮士、才可以~夺他的家。
徒23:10 把他从众人当中~出来、带进
提前 1:10 ~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
来10:34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去、也
犹 1:23 你们要从火中~出来搭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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