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 圣经(106次)

新约(22次)
福音书(5)
历史书(5)
保罗书信(8)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5)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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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狂 kuáng

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0)

律法书(3)
历史书(7)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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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2)
旧约(84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3)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2) 约拿书(2)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2)

大先知书(26)
诗歌智慧书(35) 约伯记(5) 诗篇(17) 箴言(7) 传道书(6) 雅歌(0)

出18:11 埃及人向这百姓发~傲的事上
申28:28 耶和华必用癫~、眼瞎、心惊
28:34 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

撒上 2: 3 也不要出~妄的言语、因耶和
王上18:29 他们~呼乱叫．却没有声音、
王下 9:11 这~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

19:28 又因你~傲的话达到我耳中、
尼 9:10 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傲
 9:16 但我们的列祖行事~傲、硬着
 9:29 他们却行事~傲、不听从你的
伯 1:19 有~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
 8: 2 口中的言语如~风要到几时呢
28: 8 ~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
35:15 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傲．
38:11 过、你~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诗 5: 5 ~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
31:18 出~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
35:16 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妄人
40: 4 不理会~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
55: 8 速逃到避所、脱离~风暴雨。
55:12 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大．若
73: 3 我见恶人和~傲人享平安、就
75: 4 我对~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
75: 4 不要行事~傲．对凶恶人说、
83:15 求你也照样用~风追赶他们、
89: 9 你管辖海的~傲．波浪翻腾、
102: 8 向我猖~的人、指着我赌咒。
107:25 ~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
107:29 他使~风止息、波浪就平静。
124: 5 ~傲的水必淹没我们。
131: 1 我的心不~傲、我的眼不高大
148: 8 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风、
箴 1:27 好像~风、灾难来到、如同暴
 8:13 ~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
14:16 离恶事．愚妄人却~傲自恃。
16:18 败坏以先．~心在跌倒之前。
21:24 他行事~妄、都出于骄傲。
26:18 他就像疯~的人抛掷火把、利
27: 4 怒气为~澜、惟有嫉妒、谁能
传 1:17 ~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
 2: 2 这是~妄．论喜乐说、有何功
 2:12 ~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

 7:25 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妄。
 9: 3 活着的时候心里~妄、后来就
10:13 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妄。
赛 2:11 性情~傲的都必屈膝．惟独耶
 2:12 要临到骄傲~妄的、一切自高
 2:17 ~妄的必降卑．在那日、惟独
 3:16 因为锡安的女子~傲、行走挺
 4: 6 为藏身之处、躲避~风暴雨。
13:11 使骄傲人的~妄止息、制伏强
13:11 妄止息、制伏强暴人的~傲。
16: 6 听说他~妄、骄傲、忿怒、他
37:29 又因你~傲的话达到我耳中、
44:25 使占卜的癫~、使智慧人退后
耶 2:23 是快行的独峰驼、~奔乱走．
25:16 并要发~、因我使刀剑临到他
29:26 好将一切~妄自称为先知的人
43: 2 并一切~傲的人、就对耶利米
48:29 自傲、并且~妄、居心自大。
49:16 你因心中的~傲自欺．你虽如
50:29 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傲。
50:31 你这~傲的阿、我与你反对．
50:32 ~傲的必绊跌仆倒、无人扶起
50:38 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颠~。
51: 7 万国喝了他的酒就颠~了。
结 1: 4 见~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
13:11 要降下、~风也要吹裂这墙。
13:13 使~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
16:50 他们~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
但 5:20 甚至行事~傲、就被革去王位
何 7:16 首领必因舌头的~傲倒在刀下
 9: 7 受灵感的是~妄．）皆因他们
13: 3 像场上的糠秕被~风吹去、又
摩 1:14 旋风~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
俄 1: 3 你因~傲自欺、心里说、谁能
 1:12 的日子、你不当说~傲的话。
拿 1: 4 海就~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
 1:15 在海中、海的~浪就平息了。
哈 2: 5 ~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
番 3:11 你也不再于我的圣山~傲。
亚12: 4 使骑马的颠~．我必看顾犹大
玛 3:15 如今我们称~傲的人为有福．
 4: 1 凡~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稓

可 3:21 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了。
 7:22 嫉妒、谤讟、骄傲、~妄．
路 1:51 那~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
 8:24 斥责那~风大浪．风浪就止住
约 6:18 忽然~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
徒26:24 你癫~了吧．你的学问太大、
26:24 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了。
26:25 我不是癫~、我说的乃是真实
27:14 ~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
27:20 又有~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
罗 1:30 ~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
林前13: 4 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

14:23 进来、岂不说你们癫~了么。
林后 5:13 我们若果颠~、是为　神．若

11:23 我说句~话）我更是。我比他
12: 6 也不算~．因为我必说实话．
12:20 谤、谗言、~傲、混乱的事．

提后 3: 2 ~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
雅 4:16 现今你们竟以张~夸口．凡这
彼后 2:16 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妄。

 2:17 是~风催逼的雾气、有墨黑的
犹 1:13 是海里的~浪、涌出自己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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