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愧 聖經(128次)

新約(21次)
福音書(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7)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6) 哥林多後書(5)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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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0)
歷史書(6)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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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舊約(107次)

以賽亞書(21) 耶利米書(2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8)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1) 何西阿書(1) 約珥書(3)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3)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53)
詩歌智慧書(37) 約伯記(3) 詩篇(32)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撒下19: 3 就如敗陣逃跑慚~的民一般。
19: 5 今日使你一切僕人臉面慚~了

王下 8:11 甚致他慚~．神人就哭了。
19:26 驚惶羞~．他們像野草、像青

代下30:15 祭司與利未人覺得慚~、就潔
拉 9: 6 我抱~蒙羞、不敢向我　神仰
伯 6:20 他們因失了盼望就抱~、來到
 8:22 恨惡你的要披戴慚~．惡人的
10:15 正是滿心羞~、眼見我的苦情
詩 6:10 我的一切仇敵都必羞~、大大
 6:10 他們必要退後、忽然羞~。
22: 5 救．他們倚靠你、就不羞~。
25: 2 求你不要叫我羞~．不要叫我
25: 3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惟有那
25: 3 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
25:20 使我不至羞~、因為我投靠你
31: 1 求你使我永不羞~、憑你的公
31:17 求你叫我不至羞~．因為我曾
31:17 求你使惡人羞~、使他們在陰
35: 4 願那謀害我的、退後羞~。
35:26 一同抱~蒙羞．願那向我妄自
35:26 自尊大的、披慚~、蒙羞辱。
37:19 不至羞~、在饑荒的日子、必
40:14 一同抱~蒙羞．願那些喜悅我
40:15 哈、阿哈的、因羞~而敗亡。
44: 7 離敵人、使恨我們的人羞~。
44:15 終日在我面前我臉上的羞~、
69: 7 的緣故受了辱罵、滿面羞~。
70: 2 抱~蒙羞．願那些喜悅我遭害
70: 3 阿哈、阿哈的、因羞~退後。
71: 1 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
71:13 羞~被滅．願那謀害我的、受
83:17 願他們永遠羞~驚惶．願他們
83:17 羞愧驚惶．願他們慚~滅亡．
86:17 便羞~、因為你耶和華幫助我
97: 7 都蒙羞~。萬神哪、你們都當
109:29 他們以自己的羞~為外袍遮身
119: 6 的一切命令、就不至於羞~。
119:31 和華阿、求你不要叫我羞~。
119:46 說你的法度、並不至於羞~。
127: 5 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
箴13: 5 言．惡人有臭名、且致慚~。

29:15 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
賽 1:29 人必因你們所喜愛的橡樹抱~
19: 9 的、和織白布的、都必羞~。
20: 5 所誇耀的埃及、驚惶羞~。
23: 4 你當慚~．因為大海說、就是
24:23 日頭要慚~．因為萬軍之耶和
26:11 因而抱~．並且有火燒滅你的
29:22 雅各必不再羞~、面容也不至
30: 3 及的蔭下、要為你們的慚~。
33: 9 利巴嫩羞~枯乾．沙崙像曠野
37:27 驚惶羞~．他們像野草、像青
41:11 必都抱~蒙羞．與你相爭的、
44: 9 無所知曉、他們便覺羞~。
44:11 他的同伴都必羞~、工匠也不
44:11 站立、都必懼怕、一同羞~。
45:16 都必抱~蒙羞、都要一同歸於
45:16 愧蒙羞、都要一同歸於慚~。
45:17 也不抱~、直到永世無盡。
49:23 和華、等候我的必不至羞~。
50: 7 所以我不抱~．我硬著臉面好
54: 4 也不要抱~、因你必不至受辱
54: 4 你必忘記幼年的羞~、不再記
耶 2:26 怎樣羞~、以色列家、和他們
 2:26 祭司、先知、也都照樣羞~．
 3:25 願慚~將我們遮蓋．因為從立
 6:15 知道慚~麼．不然、他們毫不
 6:15 他們毫不慚~、也不知羞恥．
 7:19 自己惹禍、以致臉上慚~麼。
 8: 9 智慧人慚~、驚惶、被擒拿．
 8:12 知道慚~麼．不然、他們毫不
 8:12 他們毫不慚~、也不知羞恥．
 9:19 我們大大的慚~、我們撇下地
10:14 各銀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
12:13 你們必為自己的土產羞~。
14: 3 器皿、蒙羞慚~、抱頭而回。
15: 9 他抱~蒙羞．其餘的人、我必
20:18 使我的年日因羞~消滅呢。
22:22 必因你一切的惡、抱~蒙羞。
31:19 當幼年的凌辱、就抱~蒙羞。
48:13 摩押必因基抹羞~、像以色列
48:13 從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一樣
48:39 何等羞~轉背．這樣、摩押必

50:12 你們的母巴比倫就極其抱~、
51:17 各銀匠都因他的偶像羞~．他
51:47 他全地必然抱~．他被殺的人
51:51 滿面慚~．因為外邦人進入耶
結 7:18 各人臉上羞~、頭上光禿。
16:52 你就要抱~擔當自己的羞辱。
16:54 的使他們得安慰、你就抱~。
16:61 自覺慚~．並且我要將他們賜
16:63 自覺抱~、又因你的羞辱就不
36:32 當為自己的行為、抱~蒙羞。
43:10 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也
43:11 們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慚~
何10: 6 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計謀慚~。
珥 1:11 你們要慚~、修理葡萄園的阿
 2:26 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
 2:27 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
俄 1:10 羞~必遮蓋你、你也必永遠斷
彌 3: 7 先見必抱~、占卜的必蒙羞、
 7:10 就被羞~遮蓋．我必親眼見他
 7:16 就必為自己的勢力慚~．他們
番 3:11 自覺羞~．因為那時我必從你
亞10: 5 他們同在．騎馬的也必羞~。
13: 4 必因他所論的異象羞~、不再
路13:17 他的敵人都慚~了．眾人因他
羅 9:33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
10:11 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

林前 1:27 叫有智慧的羞~．又揀選了世
 1:27 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
 4:14 不是叫你們羞~、乃是警戒你
11: 6 女人若以剪髮剃髮為羞~、就
11:22 叫那沒有的羞~呢。我向你們
15:34 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

林後 7:14 也覺得沒有慚~．因我對提多
 9: 4 反成了羞~．你們羞愧、更不
 9: 4 愧．你們羞~、更不用說了。
10: 8 柄稍微誇口、也不至於慚~．
12:21 我的　神叫我在你們面前慚~
腓 1:20 沒有一事叫我羞~、只要凡事
帖後 3:14 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覺羞~。
提後 2:15 作無~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
多 2: 8 說我們的不是、便自覺羞~。
彼前 2: 6 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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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裏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
約壹 2:28 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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