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大 圣经(121次)

新约(18次)
福音书(12)
历史书(3)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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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dà d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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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14)
历史书(46)

预言书(1)

约书亚记(4) 士师记(9)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4)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1) 历
代志上(3)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7) 以斯帖记(1)

创世纪(8) 出埃及记(3)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103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19)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4) 弥迦书(3)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4)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7)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0) 诗篇(7)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 4: 5 该隐就~的发怒、变了脸色。
 7:18 在地上~的往上长、方舟在水
 8:17 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兴旺。
15: 1 是你的盾牌、必~的赏赐你。
24:35 耶和华~地赐福给我主人、使
27:33 以撒就~的战兢、说、你未来
30: 8 我与我姐姐~相争、并且得胜
50:10 就在那里~的号咷痛哭．约瑟
出15: 1 因他~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
15:21 因他~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
19:18 如烧窑一般．遍山~的震动。
民22: 3 甚多、就~惧怕、心内忧急。
申 7:23 ~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
15: 4 地上、耶和华必~赐福与你）
书 1: 7 ~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10:10 约书亚在基遍~的杀败他们、
10:20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杀败他们
23: 6 所以你们要~壮胆、谨守遵行
士 4: 3 他~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以
 5:23 ~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
 8: 1 呢．他们就与基甸~地争吵。
11:33 他就~杀败他们、从亚罗珥到
12: 2 我和我的民与亚扪人~争战．
14: 6 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他虽
14:19 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他就
15: 8 参孙就~击杀他们、连腿带腰
15:14 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他臂

撒上 1: 6 头、~激动他、要使他生气。
 5: 9 使那城的人~惊慌．无论大小
 6:19 百姓因耶和华~击杀他们、就
10: 6 耶和华的灵必~感动你、你就
10:10 　神的灵~感动他、他就在先
11: 6 就被　神的灵~感动、甚是发
11:15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欢喜。
14:20 士人用刀互相击杀、~惶乱。
14:52 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争战
16:13 耶和华的灵就~感动大卫．撒
18:10 ~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
19: 8 ~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
23: 5 ~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
26:21 于你．我是糊涂人、~错了。

撒下 7: 9 好像世上~有名的人一样。

王上 1:40 且吹笛、~欢呼、声音震地。
20:21 城攻打车马、~击杀亚兰人。

王下17:18 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
代上17: 8 好像世上~有名的人一样。

29: 9 姓就欢喜、大卫王也~欢喜。
29:21 在耶和华面前吃喝、~欢乐。

代下13:17 雅和他的军兵~杀戮以色列人
28:19 ~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
30:21 ~喜乐、守除酵节七日．利未
36:14 众祭司长和百姓也~犯罪、效
尼 4: 1 发怒、~恼恨、嗤笑犹大人．
 5: 1 百姓和他们的妻~呼号、埋怨
 8:12 ~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
 8:17 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喜乐。
 9:18 的神、因而~惹动你的怒气．
 9:26 的众先知、~惹动你的怒气。
12:43 因为　神使他们~欢乐．连妇
斯 4: 3 犹大人~悲哀、禁食哭泣哀号
诗 6: 3 我心也~的惊惶。耶和华阿、
 6:10 ~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
14: 5 他们在那里~的害怕、因为
35:21 他们~张口攻击我、说、阿哈
38: 6 我疼痛、~拳曲、终日哀痛。
53: 5 就~害怕．因为　神把那安营
81:10 你要~张口、我就给你充满。
赛24:19 坏、尽都崩裂、~的震动了。
61:10 我因耶和华~欢喜、我的心靠
耶 3: 1 那地岂不是~玷污了么．但你
 4:10 你真是~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
 9:19 我们~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
20:11 他们必~蒙羞、就是受永不忘
22:10 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哭号、
哀 1: 8 耶路撒冷~犯罪．所以成为不
 1:20 因我~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
 2:16 都向你~张口．他们嗤笑、又
 3:46 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张口。
结20:13 ~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
25:12 大家、向他们报仇、~有罪．
29:18 使他的军兵~效劳攻打推罗、
30:16 训必~痛苦．挪必被攻破．挪
但10: 7 他们却~战兢、逃跑隐藏、
10:16 因见这异象我~愁苦、毫无气

何 2: 2 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争辩、
11: 8 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发动。
12:14 以法莲~惹动主怒、所以他流
俄 1: 2 国中为最小的、被人~藐视。
拿 1:10 他们就~惧怕、对他说、你作
 1:16 那些人便~敬畏耶和华、向耶
 4: 1 这事约拿~不悦、且甚发怒。
 4: 6 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喜乐。
弥 1:16 要~地光秃、如同秃鹰、因为
 2:10 或作地〕毁灭、而且~毁灭。
 2:12 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喧哗。
鸿 2: 1 防道路、使腰强壮、~勉力。
哈 1: 5 ~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2:16 你的荣耀、就变为~地羞辱。
番 1:18 地的一切居民、而且~毁灭。
亚 1: 2 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发怒。
 9: 9 应当~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
12:11 那日耶路撒冷必有~的悲哀、
14:13 耶和华必使他们~扰乱．他们
太 2:10 他们看见那星、就~的欢喜。
 2:16 就~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
 8:26 和海、风和海就~的平静了。
17:23 他要复活。门徒就~的忧愁。
28: 8 又~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
可 4:39 吧．风就止住、~的平静了。
 4:41 他们就~的惧怕、彼此说、这
 5:38 乱嚷、并有人~的哭泣哀号。
 5:42 他们就~的惊奇．闺女已经十
 9:26 使孩子~的抽了一阵疯、就出
路21:11 地要~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
24:52 ~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
徒15: 2 罗巴拿巴与他们~的分争辩论
19:20 主的道~兴旺而且得胜、就是
23: 9 于是~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

林后 7: 4 我~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
腓 4:10 我靠主~的喜乐、因为你们思
启17: 6 血．我看见他、就~的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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