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欺压 圣经(96次)

新约(4次)
福音书(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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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压 qī yā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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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历史书(8)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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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3) 利未记(3)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92次)

以赛亚书(23)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38)
诗歌智慧书(30) 约伯记(4) 诗篇(18) 箴言(4) 传道书(4) 雅歌(0)

出 3: 9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他们。
22:21 也不可~他、因为你们在埃及
23: 9 不可~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
利 6: 2 抢夺人的财物、或是~邻舍、
 6: 4 或是因~所得的、或是人交付
19:13 不可~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
民10: 9 与~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
申26: 7 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
28:29 时常遭遇~、抢夺、无人搭救
士 2:18 他们因受~扰害、就哀声叹气
 4: 3 他大大~以色列人二十年、以
 6: 9 并脱离一切~你们之人的手、
10: 8 他们扰害~约但河那边住亚摩
10:12 马云人也都~你们．你们哀求

撒上10:18 又救你们脱离~你们各国之人
王下13: 4 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

13:22 亚兰王哈薛屡次~以色列人．
伯10: 3 你又~、又藐视、却光照恶人
20:19 他~穷人、且又离弃．强取非
35: 9 人因多受~就哀求．因受能者
36:15 趁他们受~、开通他们的耳朵
诗 9: 9 耶和华又要给受~的人作高台
10: 7 诡诈、~．舌底是毒害奸恶。
10:18 为要给孤儿和受~的人伸冤、
17: 9 使我脱离那~我的恶人、就是
42: 9 我为何因仇敌的~时常哀痛呢
43: 2 我为何因仇敌的~时常哀痛呢
44:24 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
55: 3 恶人的~．因为他们将罪孽加
55:11 在其中、~和诡诈不离街市。
56: 1 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我。
72: 4 救穷乏之辈、压碎那~人的。
72:14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和强暴．
73: 8 凭恶意说~人的话．他们说话
74:21 不要叫受~的人蒙羞回去．要
106:42 他们的仇敌也~他们、他们就
119:121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我的人。
119:122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我。
119:134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我要遵
箴14:31 ~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
22:16 ~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与
22:22 也不可在城门口~困苦人．

28: 3 穷人~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
传 4: 1 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看
 4: 1 受~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
 4: 1 ~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
 5: 8 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
赛 1:17 解救受~的、给孤儿伸冤、为
 3: 5 百姓要彼此~、各人受邻舍的
 3: 5 各人受邻舍的~．少年人必侮
 3:12 孩童~他们、妇女辖管他们。
 9: 4 并~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
14: 2 他们的、辖制先前~他们的。
14: 4 ~人的何竟息灭、强暴的何竟
16: 4 息了、~人的从国中除灭了。
19:20 及人因为受人的~哀求耶和华
23:12 受~西顿的居民哪、〔居民原
30:12 倚赖~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
33:15 憎恶~的财利、摆手不受贿赂
38:14 阿、我受~、求你为我作保。
49:26 并且我必使那~你的吃自己的
51:13 又因~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
51:13 其实那~者的暴怒在哪里呢。
52: 4 居、又有亚述人无故~他们。
53: 7 他被~、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
53: 7 或作他受~却自卑不开口〕他
53: 8 因受~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
54:14 必远离~、不至害怕．你必远
58: 6 使被~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
59:13 说~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
耶 6: 6 是那该罚的城、其中尽是~。
 7: 6 不~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
21:12 拯救被抢夺的脱离~人的手、
22: 3 拯救被抢夺的脱离~人的手、
22:17 流无辜人的血、行~和强暴。
25:38 因刀剑凶猛的~、又因他猛烈
30:20 凡~他们的、我必刑罚他。
46:16 民本地去、好躲避~的刀剑。
50:16 因怕~的刀剑、必归回本族、
50:33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
结22: 7 有~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
22:12 ~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
22:29 国内众民一味的~、惯行抢夺
22:29 困苦穷乏的、背理~寄居的。

45: 8 必不再~我的民、却要按支派
何 5:11 命令、就受~、被审判压碎。
摩 3: 9 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的事
 6:14 他们必~你们、从哈马口直到
弥 2: 2 他们~人、霸占房屋和产业。
番 3: 1 这悖逆污秽~的城、有祸了。
亚 7:10 不可~寡妇、孤儿、寄居的、
玛 3: 5 ~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
徒 7:24 为那受~的人报仇、打死了那
林前 6: 8 你们倒是~人、亏负人、况且

 6: 8 况且所~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雅 2: 6 那富足人岂不是~你们、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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