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暴 圣经(87次)

新约(2次)
福音书(1)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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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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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2)
历史书(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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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85次)

以赛亚书(13)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2)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8) 何西阿书(2) 约珥书(1)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1) 弥迦书(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6)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33)
诗歌智慧书(30) 约伯记(5) 诗篇(15) 箴言(10) 传道书(0) 雅歌(0)

创 6:11 　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
 6:13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我要

撒下22: 3 救主阿、你是救我脱离~的。
22:49 击我的．你救我脱离~的人。
伯 5:15 他们口中的刀、和~人的手。
 6:23 么．救赎我脱离~人的手么。
15:20 ~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
16:17 却无~、我的祈祷、也是清洁
27:13 ~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报
诗 7:16 他的~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
10:10 爪牙之下、〔爪牙或作~人〕
11: 5 惟有恶人和喜爱~的人、他心
17: 4 自己谨守、不行~人的道路。
18:48 击我的．你救我脱离~的人。
54: 3 ~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
55: 9 因为我在城中见了~争竞的事
58: 2 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
72:14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
73: 6 ~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74:20 黑暗之处、都满了~的居所。
109:11 愿~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
140: 1 恶的人、保护我脱离~的人。
140: 4 脱离~的人．他们图谋推我跌
140:11 祸患必猎取~的人、将他打倒
箴 3:31 不可嫉妒~的人、也不可选择
 4:17 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喝酒。
10: 6 义人的头．~蒙蔽恶人的口。
10:11 命的泉源．~蒙蔽恶人的口。
11:16 女得尊荣．~的男子得资财。
13: 2 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
16:29 ~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
21: 7 恶人的~必将自己扫除．因他
24: 2 图谋~．他们的口、谈论奸恶
29:13 ~人、在世相遇、他们的眼目
赛13:11 狂妄止息、制伏~人的狂傲。
14: 4 的何竟息灭、~的何竟止息。
19: 4 ~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
25: 3 你．~之国的城、必敬畏你。
25: 4 因为当~人催逼人的时候、如
25: 5 禁止~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
29: 5 ~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
29:20 因为~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

33:19 你必不见那~的民、就是说话
49:25 ~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
53: 9 他虽然未行~、口中也没有诡
59: 6 都是罪孽、手所作的都是~。
60:18 你地上不再听见~的事、境内
耶 6: 7 在其间常听见有~毁灭的事、
15:21 的手、救赎你脱离~人的手。
20: 8 有~、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
22: 3 不可以~待他们、在这地方也
22:17 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
51:35 巴比伦以~待我、损害我的身
51:46 境内有~的事、官长攻击官长
结 7:11 ~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以色
 7:23 流血的罪、城邑充满~的事。
 7:24 我必使~人的骄傲止息、他们
 8:17 他们在这地遍行~、再三惹我
12:19 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的事
28: 7 就是列国中的~人、临到你这
28:16 就被~的事充满、以致犯罪、
30:11 就是列国中~的、必进来毁灭
31:12 就是列邦中~的、将他砍断弃
32:12 这勇士都是列国中~的．他们
34: 4 有寻找．但用~严严的辖制。
45: 9 要除掉~和抢夺的事、施行公
但11:14 并且你本国的~人必兴起、要
何 4: 2 行~、杀人流血接连不断。
12: 1 时常增添虚谎和~．与亚述立
珥 3:19 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又因
摩 3:10 那些以~抢夺财物、积蓄在自
 6: 3 坐在位上尽行~〔或作行强暴
 6: 3 暴〔或作行~使审判临近〕。
俄 1:10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羞愧必
拿 3: 8 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
弥 6:12 城里的富户满行~、其中的居
鸿 3: 1 充满谎诈和~抢夺的事总不止
哈 1: 2 我因~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1: 3 毁灭和~在我面前．又起了争
 1: 9 都为行~而来．定住脸面向前
 2: 8 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所以
 2:17 你向利巴嫩行~、与残害惊吓
 2:17 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
番 1: 9 将~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

玛 2:16 和以~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
路 3:14 不要以~待人、也不要讹诈人
徒 5:26 并没有用~．因为怕百姓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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