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烈 聖經(118次)

新約(8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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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書(19)
歷史書(15)

預言書(3)

約書亞記(1)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5)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8)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7)
舊約(110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13)
小先知書(9) 何西阿書(3)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8)
詩歌智慧書(19) 約伯記(4) 詩篇(12)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1)

創44:18 不要向僕人發~怒、因為你如
49: 7 他們的怒氣暴~可咒．他們的
出15: 7 你發出~怒如火、燒滅他們像
22:24 並要發~怒、用刀殺你們、使
24:17 以色列人眼前、形狀如~火。
32:10 我要向他們發~怒、將他們滅
32:11 你為甚麼向你的百姓發~怒呢
32:12 不發你的~怒、後悔、不降禍
32:19 便發~怒、把兩塊版扔在山下
32:22 求我主不要發~怒、這百姓專
利26:28 我就要發~怒、行事與你們反
民32:14 使耶和華向以色列大發~怒。
申 4:24 因為耶和華你的　神乃是~火
 4:36 又在地上使你看見他的~火、
 9: 3 如同~火、要滅絕他們、將他
 9:19 我因耶和華向你們大發~怒、
13:17 耶和華就必轉意不發~怒、恩
29:24 這樣大發~怒是甚麼意思呢。
33: 2 他右手為百姓傳出~火的律法
書 7:26 不發他的~怒。因此那地方名
士 5:31 光輝~烈。這樣國中太平四十
 5:31 光輝烈~。這樣國中太平四十

王上19:11 在他面前有~風大作、崩山碎
王下19:27 你向我發~怒、我都知道。

19:28 因你向我發~怒、又因你狂傲
22:13 耶和華就向我們大發~怒。
23:26 耶和華向猶大所發猛~的怒氣

代上27:24 當時耶和華的~怒、臨到以色
代下28:11 為耶和華向你們已經大發~怒

28:13 已經有~怒臨到以色列人了。
29:10 約、好使他的~怒轉離我們。
30: 8 神、好使他的~怒轉離你們。
34:21 耶和華的~怒就倒在我們身上
拉10:14 　神的~怒就轉離我們了。
伯20:23 　神必將猛~的忿怒降在他身
28: 8 過．猛~的獅子也未曾經過。
30:22 而行．又使我消滅在~風中。
39:24 他發猛~的怒氣將地吞下．一
詩 2: 5 備他們、在~怒中驚嚇他們、
 6: 1 我、也不要在~怒中懲罰我。
11: 6 有~火、硫磺、熱風、作他們
38: 1 備我．不要在~怒中懲罰我。

50: 3 有~火在他面前吞滅、有暴風
57: 4 我躺臥在性如~火的世人當中
69:24 上、叫你的~怒、追上他們。
78:21 有~火向雅各燒起、有怒氣向
78:49 他使猛~的怒氣、和忿怒、惱
85: 3 發的忿怒、和你猛~的怒氣。
88:16 你的~怒漫過我身．你的驚嚇
97: 3 有~火在他前頭行、燒滅他四
箴 6:34 成了~怒．報仇的時候、決不
30:30 就是獅子乃百獸中最為猛~、
歌 8: 6 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焰。
賽 7: 4 冒煙的火把頭所發的~怒害怕
 9:19 因萬軍之耶和華的~怒、地都
13: 9 ~怒．使這地荒涼、從其中除
13:13 耶和華在忿恨中發~怒的日子
34: 2 向他們的全軍發~怒、將他們
37:28 你向我發~怒、我都知道。
37:29 因你向我發~怒、又因你狂傲
42:25 所以他將猛~的怒氣、和爭戰
49:10 炎熱和~日必不傷害他們、因
63: 3 發~怒將他們踐踏．他們的血
63: 5 行拯救．我的~怒將我扶持．
63: 6 發~怒、使他們沉醉、又將他
66:15 以~怒施行報應、以火焰施行
耶 4: 8 因為耶和華的~怒、沒有向我
 4:26 前、因他的~怒、都被拆毀。
12:13 因耶和華的~怒、你們必為自
23:19 是暴~的旋風、必轉到惡人的
25:37 耶和華發出猛~的怒氣、平安
25:38 又因他猛~的怒氣、都成為可
30:24 耶和華的~怒必不轉消、直到
49:37 就是我的~怒、臨到他們．又
51:45 救自己、躲避耶和華的~怒。
哀 1:12 耶和華在他發~怒的日子使我
 2: 3 他發~怒、把以色列的角、全
 4:11 倒出他的~怒．在錫安使火著
 5:22 棄絕我們、向我們大發~怒。
結 5:15 並~怒的責備、向你施行審判
 7:12 因為~怒已經臨到他們眾人身
 7:14 因為我的~怒臨到他們眾人身
16:43 在這一切的事上向我發~怒、
20:47 猛~的火焰必不熄滅．從南到

21:31 將我~怒的火噴在你身上．又
22:21 把我~怒的火吹在你們身上．
22:31 用~怒的火滅了他們、照他們
38:19 我發憤恨和~怒如火說、那日
但 2:12 因此王氣忿忿的大發~怒、吩
 3: 6 的、必立時扔在~火的窯中。
 3:11 敬拜的、必扔在~火的窯中．
 3:15 必立時扔在~火的窯中、有何
 3:17 能將我們從~火的窯中救出來
 3:20 歌捆起來、扔在~火的窯中。
 3:21 被捆起來扔在~火的窯中。
 3:23 都被捆著落在~火的窯中。
 3:26 於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火窯門
 7: 9 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火．
 8: 7 向他發~怒、牴觸他．折斷他
11:11 南方王必發~怒、出來與北方
11:44 他就大發~怒出去、要將多人
何 7: 5 首領因酒的~性成病．王與褻
11: 9 我必不發猛~的怒氣、也不再
13:11 賜你、又在~怒中將王廢去。
拿 3: 9 不發~怒、使我們不至滅亡、
鴻 1: 6 他發~怒、誰能當得起呢．他
番 2: 1 耶和華的~怒未臨到你們、他
 3: 8 就是我的~怒、都傾在他們身
亞 7:12 此、萬軍之耶和華大發~怒。
 8: 2 他火熱、向他的仇敵發~怒。
來10:27 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火
11:34 滅了~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
12:29 因為我們的　神乃是~火。

彼後 3:10 有形質的都要被~火銷化、地
 3:12 有形質的都要被~火熔化。
啟 1:16 的利劍．面貌如同~日放光。
16:19 要把那盛自己~怒的酒杯遞給
19:15 並要踹全能　神~怒的酒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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