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暴 聖經(87次)

新約(2次)
福音書(1)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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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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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2)
歷史書(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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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85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8) 何西阿書(2) 約珥書(1)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1) 彌迦書(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6)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33)
詩歌智慧書(30) 約伯記(5) 詩篇(15) 箴言(10) 傳道書(0) 雅歌(0)

創 6:11 　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
 6:13 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我要

撒下22: 3 救主阿、你是救我脫離~的。
22:49 擊我的．你救我脫離~的人。
伯 5:15 他們口中的刀、和~人的手。
 6:23 麼．救贖我脫離~人的手麼。
15:20 ~人一生的年數、也是如此。
16:17 卻無~、我的祈禱、也是清潔
27:13 ~人從全能者所得的報、〔報
詩 7:16 他的~必落到他自己的腦袋上
10:10 爪牙之下、〔爪牙或作~人〕
11: 5 惟有惡人和喜愛~的人、他心
17: 4 自己謹守、不行~人的道路。
18:48 擊我的．你救我脫離~的人。
54: 3 ~人尋索我的命．他們眼中沒
55: 9 因為我在城中見了~爭競的事
58: 2 們在地上秤出你們手所行的~
72:14 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
73: 6 ~像衣裳遮住他們的身體。
74:20 黑暗之處、都滿了~的居所。
109:11 願~的債主牢籠他一切所有的
140: 1 惡的人、保護我脫離~的人。
140: 4 脫離~的人．他們圖謀推我跌
140:11 禍患必獵取~的人、將他打倒
箴 3:31 不可嫉妒~的人、也不可選擇
 4:17 他們以奸惡吃餅、以~喝酒。
10: 6 義人的頭．~蒙蔽惡人的口。
10:11 命的泉源．~蒙蔽惡人的口。
11:16 女得尊榮．~的男子得資財。
13: 2 必享美福．奸詐人必遭~。
16:29 ~人誘惑鄰舍、領他走不善之
21: 7 惡人的~必將自己掃除．因他
24: 2 圖謀~．他們的口、談論奸惡
29:13 ~人、在世相遇、他們的眼目
賽13:11 狂妄止息、制伏~人的狂傲。
14: 4 的何竟息滅、~的何竟止息。
19: 4 ~王必轄制他們．這是主萬軍
25: 3 你．~之國的城、必敬畏你。
25: 4 因為當~人催逼人的時候、如
25: 5 禁止~人的凱歌、好像熱氣被
29: 5 ~人的群眾、也要像飛糠．這
29:20 因為~人已歸無有．褻慢人已

33:19 你必不見那~的民、就是說話
49:25 ~人所搶的、也可以解救、與
53: 9 他雖然未行~、口中也沒有詭
59: 6 都是罪孽、手所作的都是~。
60:18 你地上不再聽見~的事、境內
耶 6: 7 在其間常聽見有~毀滅的事、
15:21 的手、救贖你脫離~人的手。
20: 8 有~、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
22: 3 不可以~待他們、在這地方也
22:17 流無辜人的血、行欺壓和~。
51:35 巴比倫以~待我、損害我的身
51:46 境內有~的事、官長攻擊官長
結 7:11 ~興起、成了罰惡的杖．以色
 7:23 流血的罪、城邑充滿~的事。
 7:24 我必使~人的驕傲止息、他們
 8:17 他們在這地遍行~、再三惹我
12:19 因其中居住的眾人所行~的事
28: 7 就是列國中的~人、臨到你這
28:16 就被~的事充滿、以致犯罪、
30:11 就是列國中~的、必進來毀滅
31:12 就是列邦中~的、將他砍斷棄
32:12 這勇士都是列國中~的．他們
34: 4 有尋找．但用~嚴嚴的轄制。
45: 9 要除掉~和搶奪的事、施行公
但11:14 並且你本國的~人必興起、要
何 4: 2 行~、殺人流血接連不斷。
12: 1 時常增添虛謊和~．與亞述立
珥 3:19 都因向猶大人所行的~、又因
摩 3:10 那些以~搶奪財物、積蓄在自
 6: 3 坐在位上盡行~〔或作行強暴
 6: 3 暴〔或作行~使審判臨近〕。
俄 1:10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羞愧必
拿 3: 8 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
彌 6:12 城裏的富戶滿行~、其中的居
鴻 3: 1 充滿謊詐和~搶奪的事總不止
哈 1: 2 我因~哀求你、你還不拯救。
 1: 3 毀滅和~在我面前．又起了爭
 1: 9 都為行~而來．定住臉面向前
 2: 8 並城中一切居民施行~、所以
 2:17 你向利巴嫩行~、與殘害驚嚇
 2:17 城、並城中一切居民施行~。
番 1: 9 將~和詭詐得來之物充滿主人

瑪 2:16 和以~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
路 3:14 不要以~待人、也不要訛詐人
徒 5:26 並沒有用~．因為怕百姓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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