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忿怒 圣经(131次)

新约(20次)
福音书(2)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3)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6)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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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书(5)
历史书(17)

预言书(5)

约书亚记(2)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8)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3)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2)
旧约(111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20)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24)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3)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58)
诗歌智慧书(23) 约伯记(8) 诗篇(12)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0)

民 1:53 免得~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
16:46 因为有~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18: 5 坛、免得~再临到以色列人。
申29:23 好像耶和华在~中所倾覆的所
29:28 ~、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
书 9:20 免得有~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
22:20 就有~临到以色列全会众么．

王下22:17 所以我的~必向这地发作、总
代下19: 2 呢．因此耶和华的~临到你。

19:10 以致他的~临到你们、和你们
24:18 就有~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29: 8 耶和华的~临到犹大和耶路撒
32:25 所以~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
32:26 以致耶和华的~在希西家的日
34:25 所以我的~如火倒在这地上、
36:16 以致耶和华的~向他的百姓发
拉 7:23 为何使~临到王、和王众子的
 8:22 但他的能力和~、必攻击一切
尼13:18 息日、使~越发临到以色列。
斯 1:18 从此必大开藐视和~之端。
 2: 1 亚哈随鲁王的~止息、就想念
 7:10 的木架上．王的~这才止息。
伯 5: 2 ~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
14:13 等你的~过去、愿你为我定了
19:11 他的~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
19:29 因为~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
20:23 　神必将猛烈的~降在他身上
20:23 要将这~像雨降在他身上。
21:20 己败亡、亲自饮全能者的~。
36:18 不可容~触动你、使你不服责
诗37: 8 离弃~．不要心怀不平、以致
76:10 人的~、要成全你的荣美．人
78:38 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
78:49 和~、恼恨、苦难、成了一群
79: 6 愿你将你的~倒在那不认识你
85: 3 你收转了所发的~、和你猛烈
88: 7 你的~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
89:46 你的~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
90: 7 气而消灭、因你的~而惊惶。
90:11 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呢
102:10 这都因你的恼恨和~．你把我
106:23 使他的~转消、恐怕他就灭绝

箴11:23 好处．恶人的指望、致干~。
19:12 王的~、好像狮子吼叫．他的
27: 4 ~为残忍、怒气为狂澜、惟有
赛14: 6 就是在~中连连攻击众民的、
16: 6 ~、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
26:20 门、隐藏片时、等到~过去。
27: 4 我心中不存~．惟愿荆棘蒺藜
51:17 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之杯
51:20 都满了耶和华的~、你　神的
51:22 就是我~的爵、从你手中接过
耶 4: 4 恐怕我的~、因你们的恶行发
 6:11 因此我被耶和华的~充满、难
 7:20 我必将我的怒气和~、倾在这
 7:29 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的世代
10:25 愿你将~倾在不认识你的列国
18:20 求、要使你的~向他们转消。
21: 5 ~、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
21:12 恐怕我的~、因你们的恶行发
23:19 耶和华的~好像暴风、已经发
25:15 你从我手中接这杯~的酒、使
30:23 耶和华的~、好像暴风已经发
32:31 常惹我的怒气和~、使我将这
32:37 ~、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
33: 5 就是我在怒气和~中所杀的人
36: 7 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是大的
42:18 将我的怒气和~倾在耶路撒冷
42:18 必照样将我的~倾在你们身上
44: 6 我的怒气和~都倒出来、在犹
48:30 我知道他的~、是虚空的．他
50:13 因耶和华的~、必无人居住、
哀 2: 4 棚上、倒出他的~像火一样。
 3: 1 我是因耶和华~的杖、遭遇困
结 5:13 我向他们发的~止息了、自己
 5:15 我必以怒气和~、并烈怒的责
 7: 8 我快要将我的~倾在你身上、
 8:18 我也要以~行事、我眼必不顾
 9: 8 你将~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
14:19 的~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
16:38 我因~忌恨、使流血的罪归到
16:42 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我的忌
19:12 因~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
20: 8 我要将我的~倾在他们身上、

20:13 在旷野将我的~倾在他们身上
20:21 要将我的~倾在他们身上、在
20:33 臂、并倾出来的~治理你们。
20:34 并倾出来的~、将你们从万民
21:17 并要使我的~止息．这是我耶
22:20 我也要发怒气和~、将你们聚
22:22 我耶和华是将~倒在你们身上
23:25 他们必以~办你．他们必割去
24: 8 出于我、为要发~施行报应。
24:13 净、直等我向你发的~止息。
25:14 按我的~在以东施报．以东人
30:15 我必将我的~倒在埃及的保障
36: 6 我发愤恨和~说、因你们曾受
36:18 就把我的~倾在他们身上．
但 8: 6 那里去、大发~、向他直闯。
 9:16 使你的怒气和~转离你的城耶
 9:27 并且有~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11:20 亡、却不因~、也不因争战。
11:36 直到主的~完毕、因为所定的
何 5:10 我必将~倒在他们身上、如水
摩 1:11 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
弥 5:15 也必在怒气和~中向那不听从
鸿 1: 2 耶和华施报大有~．向他的敌
 1: 6 他的~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
番 1:15 是~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
 1:18 他的~如火、必烧灭全地、毁
 3: 8 我的~如火、必烧灭全地。
太 3: 7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呢。
路 3: 7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呢。
罗 1:18 原来　神的~、从天上显明在
 2: 5 为自己积蓄~、以致　神震怒
 2: 8 义的、就以~恼恨报应他们．
 4:15 因为律法是惹动~的．〔或作
 5: 9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　神的~。
 9:22 倘若　神要显明他的~、彰显
弗 4:31 ~、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
 5: 6 　神的~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西 3: 6 　神的~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3: 8 ~、恶毒、〔或作阴毒〕毁谤

帖前 1:10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的耶稣
 2:16 　神的~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

提前 2: 8 我愿男人无~、无争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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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6:16 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
 6:17 因为他们~的大日到了、谁能
11:18 你的~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
14:10 此酒斟在　神~的杯中纯一不
14:19 萄、丢在　神~的大酒醡中。

aBibleTool v0.94.2008.10 2 忿怒 fèn nù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