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罵 聖經(91次)

新約(22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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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罵 mà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4)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7)
歷史書(23)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6) 撒母耳記下(11)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4)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3) 民數記(3) 申命記(0)
舊約(69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25) 約伯記(0) 詩篇(21)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出21:17 咒~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利19:14 不可咒~聾子．也不可將絆腳
20: 9 凡咒~父母的、總要治死他、
20: 9 他咒~了父母、他的罪要歸到
民23: 7 詛雅各、來阿、怒~以色列。
23: 8 耶和華沒有怒~的、我焉能怒
23: 8 華沒有怒罵的、我焉能怒~。

撒上17:10 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軍隊~陣
17:25 是要向以色列人~陣．若有能
17:26 竟敢向永生　神的軍隊~陣麼
17:36 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軍隊~陣
17:45 就是你所怒~帶領以色列軍隊
25:14 主人的安．主人卻辱~他們。

撒下16: 5 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
16: 7 示每咒~說、你這流人血的壞
16: 9 這死狗豈可咒~我主我王呢。
16:10 他咒~、是因耶和華吩咐他說
16:10 你要咒~大衛．如此、誰敢說
16:11 由他咒~吧．因為這是耶和華
16:12 為我今日被這人咒~、就施恩
16:13 一面咒~、又拿石頭砍他、拿
19:21 示每既咒~耶和華的受膏者、
21:21 這人向以色列人~陣、大衛的
23: 9 衛的三個勇士向非利士人~陣

王上 2: 8 他用狠毒的言語咒~我、後來
王下19: 4 王打發他來辱~永生　神的話

19:16 打發使者來辱~永生　神的話
19:22 你辱~誰、褻瀆誰、揚起聲來
19:23 你藉你的使者辱~主、並說、

代上20: 7 這人向以色列人~陣、大衛的
詩10: 7 他滿口是咒~、詭詐、欺壓．
42:10 我的敵人辱~我、好像打碎我
44:16 都因那辱~毀謗人的聲音、又
55:12 原來不是仇敵辱~我．若是仇
57: 3 那要吞我的人辱~我的時候、
59:12 並咒~虛謊的話、願他們在驕
69: 7 因我為你的緣故受了辱~、滿
69: 9 並且辱~你人的辱罵、都落在
69: 9 並且辱罵你人的辱~、都落在
69:19 你知道我受的辱~、欺凌、羞
69:20 辱~傷破了我的心．我又滿了
74:10 敵人辱~要到幾時呢．仇敵褻

74:18 仇敵辱~、愚頑民褻瀆了你的
74:22 要記念愚頑人怎樣終日辱~你
102: 8 我的仇敵終日辱~我．向我猖
109:17 他愛咒~、咒罵就臨到他．他
109:17 咒~就臨到他．他不喜愛福樂
109:18 他拿咒~當衣服穿上．這咒罵
109:18 這咒~就如水進他裏面、像油
109:19 願這咒~當他遮身的衣服、當
109:28 任憑他們咒~．惟願你賜福．
箴 9: 7 必受辱~．責備惡人的、必被
18: 3 視隨來．羞恥到、辱~同到。
20:20 咒~父母的、他的燈必滅、變
25:10 恐怕聽見的人~你、你的臭名
賽 8:21 咒~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
37: 4 王打發他來辱~永生　神的話
37:17 是打發使者來辱~永生　神的
37:23 你辱~誰、褻瀆誰、揚起聲來
37:24 你藉你的臣僕辱~主、說、我
43:28 為咒詛、使以色列成為辱~。
51: 7 要聽我言不要怕人的辱~、也
耶15:10 借貸與我、人人卻都咒~我。
42:18 以致你們令人辱~、驚駭、咒
44:12 以致令人辱~、驚駭、咒詛、
51:51 我們聽見辱~就蒙羞、滿面慚
哀 3:61 你聽見他們辱~我的話、知道
結36:15 不再受萬民的辱~、也不再使
番 2: 8 和亞捫人的辱~、就是毀謗我
太 5:11 人若因我辱~你們、逼迫你們
 5:22 凡~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
 5:22 凡~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
10:25 人既~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
15: 4 說、咒~父母的、必治死他。
可 7:10 咒~父母的、必治死他。』
15:29 從那裏經過的人辱~他、搖著
路 6:22 辱~你們、棄掉你們的名、以
22:65 他們還用許多別的話辱~他。
約 9:28 他們就~他說、你是他的門徒
徒23: 4 說、你辱~　神的大祭司麼。
羅 3:14 滿口是咒~苦毒．
15: 3 辱~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
15: 3 辱罵你人的辱~、都落在我身

林前 4:12 被人咒~、我們就祝福．被人

 5:11 或辱~的、或醉酒的、或勒索
 6:10 辱~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提前 5:14 家務、不給敵人辱~的把柄．
彼前 2:23 他被~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

 3: 9 以辱~還辱罵、倒要祝福．因
 3: 9 以辱罵還辱~、倒要祝福．因
 4:14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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