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惹 聖經(87次)

新約(9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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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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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3)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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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歷史書(2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0) 列王記下(8)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11)
舊約(78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1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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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2)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7) 詩篇(4)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49: 9 公獅、蹲如母獅、誰敢~你。
出23:21 不可~他、〔惹或作違背〕因
23:21 ~或作違背〕因為他必不赦免
民24: 9 誰敢~他．凡給你祝福的、願
申 4:25 眼中看為惡的事、~他發怒。
 9: 7 你在曠野怎樣~耶和華你　神
 9: 8 你們在何烈山又~耶和華發怒
 9:18 ~他發怒、我就像從前俯伏在
 9:22 羅哈他瓦、又~耶和華發怒。
31:29 以手所作的~他發怒、日後必
32:16 行可憎惡的事~了他的怒氣。
32:19 耶和華看見他的兒女~動他、
32:21 ~了我的怒氣、我也要以那不
32:21 昧的國民、~了他們的怒氣。
32:27 惟恐仇敵~動我、只怕敵人錯
士 2:12 圍列國的神、~耶和華發怒。
王上14: 9 ~我發怒、將我丟在背後。

14:15 他們作木偶、~耶和華發怒。
15:30 ~動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怒氣
16: 2 以色列陷在罪裏、~我發怒．
16: 7 以他手所作的~耶和華發怒、
16:13 以虛無的神~耶和華以色列
16:26 以虛無的神~耶和華以色列
16:33 ~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怒氣、
21:22 因為你~我發怒、又使以色列
22:53 ~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怒氣。

王下14:10 為何要~禍、使自己和猶大國
17:11 又行惡事~動耶和華的怒氣．
17:17 看為惡的事、~動他的怒氣。
21: 6 看為惡的事、~動他的怒氣．
21:15 看為惡的事、~動我的怒氣。
22:17 用他們手所作的~我發怒．所
23:19 ~動耶和華的怒氣、現在約西
23:26 息、是因瑪拿西諸事~動他。

代下25:19 為何要~禍使自己和猶大國一
28:25 ~動耶和華他列祖　神的怒氣
33: 6 看為惡的事、~動他的怒氣。
34:25 用他們手所作的~我發怒、所
拉 5:12 只因我們列祖~天上的　神發
尼 4: 5 在修造的人眼前~動你的怒氣
 9:18 神、因而大大~動你的怒氣．
 9:26 眾先知、大大~動你的怒氣。

伯 3: 8 願那咒詛日子且能~動鱷魚的
12: 6 ~　神的人穩固．　神多將財
16: 3 麼．有甚麼話~動你回答呢。
17: 2 這裏、我眼常見他們~動我。
19:28 的重呢、~事的根乃在乎他。
19:29 因為忿怒~動刀劍的刑罰、使
41:10 沒有那麼凶猛的人敢~他．這
詩78:41 探　神、~動以色列的聖者。
78:58 ~了他的怒氣、因他們雕刻的
106:29 ~耶和華發怒、便有瘟疫流行
106:33 是因他們~動他的靈．摩西〔
箴20: 2 ~動他怒的、是自害己命。
賽 3: 8 華反對、~了他榮光的眼目。
65: 3 這百姓時常當面~我發怒、在
耶 4:18 招~這事．這是你罪惡的結果
 7:18 又向別神澆奠祭、~我發怒。
 7:19 他們豈是~我發怒呢．不是自
 7:19 不是自己~禍、以致臉上慚愧
 7:29 華丟掉離棄了~他忿怒的世代
 8:19 外邦虛無的神、~我發怒呢。
11:17 香、~我發怒、是自作自受。
25: 6 以你們手所作的~我發怒、這
25: 7 竟以手所作的~我發怒、陷害
32:29 香、向別神澆奠、~我發怒。
32:30 色列人盡以手所作的~我發怒
32:31 常~我的怒氣和忿怒、使我將
32:32 冷的居民所行的、~我發怒。
44: 3 祖所不認識的神、~我發怒。
44: 8 向別神燒香~我發怒、使你們
結 8: 3 像的坐位、就是~動忌邪的。
 8: 5 在門口有這~忌邪的偶像。
 8:17 再三~我發怒、他們手拿枝條
16:26 加增你的淫亂、~我發怒。
20:28 奉上~我發怒的供物、也在那
何12:14 以法蓮大大~動主怒、所以他
亞 8:14 你們列祖~我發怒的時候、我
羅 4:15 因為律法是~動忿怒的．〔或
10:19 ~動你們的憤恨．我要用那無

林前10:22 我們可~主的憤恨麼．我們比
加 5:26 虛名、彼此~氣、互相嫉妒。
弗 6: 4 不要~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
西 3:21 不要~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

來 3: 8 像在曠野~他發怒、試探他的
 3:15 像~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3:16 那時聽見他話~他發怒的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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