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悖 聖經(85次)

新約(13次)
福音書(3)
歷史書(1)
保羅書信(8)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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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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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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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歷史書(1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5)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6)
舊約(72次)

以賽亞書(14)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2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4)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7)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2) 詩篇(9)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申 9: 7 地方、你們時常~逆耶和華。
 9:24 以來、你們常常~逆耶和華。
21:18 人若有頑梗~逆的兒子、不聽
21:20 我們這兒子頑梗~逆、不聽從
31:27 因為我知道你們是~逆的、是
31:27 你們尚且~逆耶和華、何況我
書22:16 ~逆了耶和華、這犯的是甚麼
22:18 你們今日既~逆耶和華、明日
22:19 只是不可~逆耶和華、也不可
22:22 我們若有~逆的意思、或是干
22:29 ~逆耶和華、今日轉去不跟從

撒上15:23 ~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
25:10 近來~逆主人奔逃的僕人甚多

撒下19:19 僕人行~逆的事．現在求我主
王上 8:47 我們~逆了、我們作惡了．
代下 6:37 我們~逆了、我們作惡了．
拉 4:15 其中常有~逆的事、因此這城
 4:19 王、其中常有反叛~逆的事。
伯23: 2 如今我的哀告還算為~逆．我
34:37 他在罪上又加~逆．在我們中
詩66: 7 ~逆的人不可自高。〔細拉〕
68: 6 惟有~逆的住在乾燥之地。
68:18 就是在~逆的人間、受了供獻
78: 8 是頑梗~逆居心不正之輩、向
78:17 他、在乾燥之地~逆至高者。
78:40 他們在曠野~逆他、在荒地叫
78:56 他們仍舊試探~逆至高的　神
101: 3 ~逆人所作的事、我甚恨惡、
106: 7 慈愛、反倒在紅海行了~逆。
賽 1: 2 將他們養大、他們竟~逆我。
 1: 5 你們為甚麼屢次~逆、還要受
 1:20 反倒~逆、必被刀劍吞滅．這
 1:23 你的官長居心~逆、與盜賊作
 1:28 但~逆的、、和犯罪的、必一
30: 1 這~逆的兒女．他們同謀、卻
30: 9 因為他們是~逆的百姓、說謊
31: 6 你們深深的~逆耶和華、現今
46: 8 ~逆的人哪、要心裏思想。
48: 8 從出胎以來、便稱為~逆的。
57: 4 你們豈不是~逆的兒女、虛謊
59:13 就是~逆不認識耶和華、轉去
63:10 他們竟~逆、使主的聖靈擔憂

65: 2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逆的百姓
耶 6:28 他們都是極~逆的、往來讒謗
哀 1:20 因我大大~逆．在外刀劍使人
結 2: 3 我差你往~逆的國民以色列人
 2: 3 他們是~逆我的、他們和他們
 2: 5 他們是~逆之家）必知道在他
 2: 6 他們雖是~逆之家、還不要怕
 2: 7 訴他們．他們是極其~逆的。
 2: 8 不要~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
 2: 8 不要悖逆像那~逆之家、你要
 3: 9 他們雖是~逆之家、你不要怕
 3:26 們的人．他們原是~逆之家。
 3:27 不聽．因為他們是~逆之家。
12: 2 你住在~逆的家中、他們有眼
12: 2 不見、因為他們是~逆之家。
12: 3 他們雖是~逆之家、或者可以
12: 9 就是那~逆之家、豈不是問你
12:25 你們這~逆之家、我所說的話
17:12 你對那~逆之家說、你們不知
20: 8 他們卻~逆我、不肯聽從我、
20:13 以色列家卻在曠野~逆我、不
20:21 只是他們的兒女~逆我、不順
24: 3 要向這~逆之家設比喻、說、
44: 6 你要對那~逆的以色列家說、
何 5: 2 這些~逆的人、肆行殺戮、罪
 7:14 五穀新酒聚集、仍然~逆我。
 9:15 們．他們的首領都是~逆的。
13:16 因為~逆他的　神、他必倒在
彌 2: 4 他將我們的田地分給~逆的人
番 3: 1 這~逆污穢欺壓的城、有禍了
太17:17 這又不信又~謬的世代阿、我
路 1:17 叫~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
 9:41 這又不信又~謬的世代阿、我
徒20:30 說~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
羅 5:19 因一人的~逆、眾人成為罪人
10:21 天伸手招呼那~逆頂嘴的百姓
弗 2: 2 就是現今在~逆之子心中運行
 5: 6 　神的忿怒必臨到那~逆之子
腓 2:15 在這彎曲~謬的世代、作　神
西 3: 6 　神的忿怒必臨到那~逆之子
多 1:16 是~逆的、在各樣善事上是可
 3: 3 ~逆、受迷惑、服事各樣私慾

來 2: 2 凡干犯~逆的、都受了該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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