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怒氣 聖經(127次)

新約(4次)
福音書(1)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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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怒氣 nù qì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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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歷史書(3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8)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1)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7) 申命記(10)
舊約(123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13)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4)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6)
詩歌智慧書(29) 約伯記(6) 詩篇(17) 箴言(6) 傳道書(0) 雅歌(0)

創27:44 日子、直等你哥哥的~消了．
27:45 你哥哥向你消了~、忘了你向
49: 7 他們的~暴烈可咒．他們的忿
民11: 1 耶和華聽見了就~發作、使火
11:10 耶和華的~便大發作、摩西就
11:33 耶和華的~就向他們發作、用
25: 3 耶和華的~就向以色列人發作
25: 4 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的~、可
32:10 當日耶和華的~發作、就起誓
32:13 耶和華的~向以色列人發作、
申 6:15 恐耶和華你　神的~向你發作
 7: 4 以致耶和華的~向你們發作、
11:17 耶和華的~向你們發作、就使
29:20 耶和華的~、與憤恨、要向他
29:27 所以耶和華的~向這地發作、
29:28 耶和華在~、忿怒、大惱恨中
31:17 那時我的~必向他們發作、我
32:16 行可憎惡的事惹了他的~。
32:21 惹了我的~、我也要以那不成
32:21 愚昧的國民、惹了他們的~。
書 7: 1 耶和華的~、就向以色列人發
23:16 耶和華的~、必向你們發作、
士 2:14 耶和華的~向以色列人發作、
 2:20 於是耶和華的~向以色列人發
 3: 8 所以耶和華的~向以色列人發
 8: 3 這話、以法蓮人的~就消了。
10: 7 耶和華的~向以色列人發作、

王上15:30 惹動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
16:13 的神惹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
16:26 的神惹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
16:33 惹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比
22:53 惹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

王下13: 3 於是耶和華的~向以色列人發
17:11 又行惡事惹動耶和華的~．
17:17 中看為惡的事、惹動他的~。
21: 6 中看為惡的事、惹動他的~．
21:15 中看為惡的事、惹動我的~。
23:19 惹動耶和華的~、現在約西亞
23:26 而耶和華向猶大所發猛烈的~
24:20 因此耶和華的~在耶路撒冷和

代下12: 7 手、將我的~倒在耶路撒冷．
12:12 耶和華的~就轉消了、不將他

25:15 耶和華的~向亞瑪謝發作、就
28: 9 你們竟~沖天、大行殺戮。
28:25 惹動耶和華他列祖　神的~。
33: 6 中看為惡的事、惹動他的~。
尼 4: 5 們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動你的~
 9:18 的神、因而大大惹動你的~．
 9:26 的眾先知、大大惹動你的~。
斯 3: 5 底改不跪不拜、他就~填胸．
伯 9:13 　神必不收回他的~．扶助拉
32: 5 人口中無話回答、就~發作。
36:13 積蓄~．　神捆綁他們、他們
39:24 他發猛烈的~將地吞下．一聽
40:11 要發出你滿溢的~、見一切驕
42: 7 我的~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
詩 2:12 因為他的~快要發作。凡投靠
30: 5 因為他的~不過是轉眼之間．
37: 8 當止住~、離棄忿怒．不要心
55: 3 孽加在我身上、發~逼迫我。
76: 7 你~一發、誰能在你面前站得
78:21 各燒起、有~向以色列上騰．
78:31 　神的~、就向他們上騰、殺
78:38 而且屢次消他的~、不發盡他
78:49 他使猛烈的~、和忿怒、惱恨
78:50 他為自己的~修平了路、將他
78:58 惹了他的~、因他們雕刻的偶
85: 3 所發的忿怒、和你猛烈的~。
85: 5 你要將你的~延留到萬代麼．
90: 7 我們因你的~而消滅、因你的
90:11 誰曉得你~的權勢、誰按著你
106:40 所以耶和華的~、向他的百姓
119:53 律法、就~發作、猶如火燒。
箴15: 1 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
21:14 挽回~．懷中搋的賄賂、止息
24:18 悅、將~從仇敵身上轉過來。
27: 4 ~為狂瀾、惟有嫉妒、誰能敵
29:11 愚妄人~全發．智慧人忍氣含
30:33 血．照樣、激動~必起爭端。
賽 5:25 所以耶和華的~向他的百姓發
 5:25 他的~還未轉消、他的手仍伸
 9:12 耶和華的~還未轉消、他的手
 9:17 耶和華的~還未轉消、他的手
 9:21 耶和華的~還未轉消、他的手

10: 4 耶和華的~還未轉消、他的手
10: 5 亞述是我~的棍、手中拿我惱
10:25 我的~要向他發作、使他滅亡
12: 1 你的~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
14: 6 在~中轄制列國、行逼迫無人
30:27 ~燒起、密煙上騰．他的嘴唇
42:25 所以他將猛烈的~、和爭戰的
54: 8 我的~漲溢、頃刻之間向你掩
耶 2:35 耶和華的~、必定向我消了．
 7:20 我必將我的~和忿怒、傾在這
21: 5 並且我要在~、忿怒、和大惱
23:20 耶和華的~必不轉消、直到他
25:37 耶和華發出猛烈的~、平安的
25:38 又因他猛烈的~、都成為可驚
32:31 常惹我的~和忿怒、使我將這
32:37 我在~、忿怒、和大惱恨中、
33: 5 就是我在~和忿怒中所殺的人
36: 7 姓所說要發的~和忿怒是大的
42:18 我怎樣將我的~和忿怒傾在耶
44: 6 我的~和忿怒都倒出來、在猶
52: 3 耶和華的~在耶路撒冷和猶大
哀 2: 6 又在~的憤恨中、藐視君王和
 3:43 你自被~遮蔽、追趕我們．你
結 5:15 我必以~和忿怒、並烈怒的責
 7: 3 我必使我的~歸與你、也必按
22:20 我也要發~和忿怒、將你們聚
25:14 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按我的
35:11 我必照你的~、和你從仇恨中
38:18 候、我的~要從鼻孔裏發出。
但 3:19 當時尼布甲尼撒~填胸、向沙
 9:16 使你的~和忿怒轉離你的城耶
何 8: 5 我的~向拜牛犢的人發作．他
11: 9 我必不發猛烈的~、也不再毀
13:11 我在~中將王賜你、又在烈怒
14: 4 們、因為我的~向他們轉消。
彌 5:15 我也必在~和忿怒中向那不聽
哈 3: 8 向江河發~、向洋海發憤恨麼
 3:12 發~責打列國、如同打糧。
亞10: 3 我的~向牧人發作、我必懲罰
路 4:28 裏的人聽見這話、都~滿胸．
徒19:28 就~填胸、喊著說、大哉以弗
羅10:19 無知的民、觸動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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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1:20 因為人的~、並不成就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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