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惹 圣经(87次)

新约(9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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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惹 rě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3)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15)
历史书(27)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10) 列王记下(8)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11)
旧约(78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1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2)
诗歌智慧书(12) 约伯记(7) 诗篇(4)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49: 9 公狮、蹲如母狮、谁敢~你。
出23:21 不可~他、〔惹或作违背〕因
23:21 ~或作违背〕因为他必不赦免
民24: 9 谁敢~他．凡给你祝福的、愿
申 4:25 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发怒。
 9: 7 你在旷野怎样~耶和华你　神
 9: 8 你们在何烈山又~耶和华发怒
 9:18 ~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
 9:22 罗哈他瓦、又~耶和华发怒。
31:29 以手所作的~他发怒、日后必
32:16 行可憎恶的事~了他的怒气。
32:19 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动他、
32:21 ~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
32:21 昧的国民、~了他们的怒气。
32:27 惟恐仇敌~动我、只怕敌人错
士 2:12 围列国的神、~耶和华发怒。
王上14: 9 ~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

14:15 他们作木偶、~耶和华发怒。
15:30 ~动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16: 2 以色列陷在罪里、~我发怒．
16: 7 以他手所作的~耶和华发怒、
16:13 以虚无的神~耶和华以色列
16:26 以虚无的神~耶和华以色列
16:33 ~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21:22 因为你~我发怒、又使以色列
22:53 ~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怒气。

王下14:10 为何要~祸、使自己和犹大国
17:11 又行恶事~动耶和华的怒气．
17:17 看为恶的事、~动他的怒气。
21: 6 看为恶的事、~动他的怒气．
21:15 看为恶的事、~动我的怒气。
22:17 用他们手所作的~我发怒．所
23:19 ~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
23:26 息、是因玛拿西诸事~动他。

代下25:19 为何要~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
28:25 ~动耶和华他列祖　神的怒气
33: 6 看为恶的事、~动他的怒气。
34:25 用他们手所作的~我发怒、所
拉 5:12 只因我们列祖~天上的　神发
尼 4: 5 在修造的人眼前~动你的怒气
 9:18 神、因而大大~动你的怒气．
 9:26 众先知、大大~动你的怒气。

伯 3: 8 愿那咒诅日子且能~动鳄鱼的
12: 6 ~　神的人稳固．　神多将财
16: 3 么．有什么话~动你回答呢。
17: 2 这里、我眼常见他们~动我。
19:28 的重呢、~事的根乃在乎他。
19:29 因为忿怒~动刀剑的刑罚、使
41:10 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他．这
诗78:41 探　神、~动以色列的圣者。
78:58 ~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
106:29 ~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
106:33 是因他们~动他的灵．摩西〔
箴20: 2 ~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
赛 3: 8 华反对、~了他荣光的眼目。
65: 3 这百姓时常当面~我发怒、在
耶 4:18 招~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
 7:18 又向别神浇奠祭、~我发怒。
 7:19 他们岂是~我发怒呢．不是自
 7:19 不是自己~祸、以致脸上惭愧
 7:29 华丢掉离弃了~他忿怒的世代
 8:19 外邦虚无的神、~我发怒呢。
11:17 香、~我发怒、是自作自受。
25: 6 以你们手所作的~我发怒、这
25: 7 竟以手所作的~我发怒、陷害
32:29 香、向别神浇奠、~我发怒。
32:30 色列人尽以手所作的~我发怒
32:31 常~我的怒气和忿怒、使我将
32:32 冷的居民所行的、~我发怒。
44: 3 祖所不认识的神、~我发怒。
44: 8 向别神烧香~我发怒、使你们
结 8: 3 像的坐位、就是~动忌邪的。
 8: 5 在门口有这~忌邪的偶像。
 8:17 再三~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
16:26 加增你的淫乱、~我发怒。
20:28 奉上~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
何12:14 以法莲大大~动主怒、所以他
亚 8:14 你们列祖~我发怒的时候、我
罗 4:15 因为律法是~动忿怒的．〔或
10:19 ~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

林前10:22 我们可~主的愤恨么．我们比
加 5:26 虚名、彼此~气、互相嫉妒。
弗 6: 4 不要~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
西 3:21 不要~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

来 3: 8 像在旷野~他发怒、试探他的
 3:15 像~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3:16 那时听见他话~他发怒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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