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羞辱 聖經(101次)

新約(11次)
福音書(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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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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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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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歷史書(5)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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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5)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90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7)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10) 何西阿書(2) 約珥書(2)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2)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4)
詩歌智慧書(34) 約伯記(4) 詩篇(24) 箴言(6) 傳道書(0) 雅歌(0)

創34:14 人為妻、因為那是我們的~．
38:23 憑他拿去吧、免得我們被~。
利18: 7 ~了你父親．他是你的母親、
18:14 ~了你伯叔、他是你的伯叔母
20:11 就是~了他父親、總要把他們
20:20 就~了他的伯叔、二人要擔當
20:21 ~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
書 5: 9 今日將埃及的~從你們身上滾
得 2:15 麥穗也可以容他、不可~他。
撒上20:30 自取~、以至你母親露體蒙羞

20:34 他因見父親~大衛、就為大衛
25:39 因他伸了拿八~我的冤、又阻
伯16:10 打我的臉~我、聚會攻擊我。
19: 3 你們這十次~我．你們苦待我
19: 5 誇大、以我的~為證指責我．
20: 3 我已聽見那~我責備我的話．
詩 4: 2 你們將我的尊榮變為~、要到
14: 6 變為~．然而耶和華是他的避
22: 6 人．被眾人~、被百姓藐視。
31:11 我因一切敵人成了~、在我的
35:26 妄自尊大的、披慚愧、蒙~。
39: 8 犯．不要使我受愚頑人的~。
44:13 我們受鄰國的~被四圍的人嗤
69:10 刻苦我心、這倒算為我的~。
69:19 ~．我的敵人都在你面前。
78:66 了他的敵人、叫他們永蒙~。
79: 4 我們成為鄰國的~、成為我們
79:12 願你將我們鄰邦所~你的羞辱
79:12 願你將我們鄰邦所羞辱你的~
89:41 都搶奪他．他成為鄰邦的~。
89:50 求你記念僕人們所受的~、記
89:50 將一切強盛民的~存在我懷裏
89:51 用這~羞辱了你的僕人、羞辱
89:51 用這羞辱~了你的僕人、羞辱
89:51 僕人、~了你受膏者的腳蹤。
109:25 我受他們的~．他們看見我、
109:29 披戴~．願他們以自己的羞愧
119:22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和藐視．
119:39 求你使我所怕的~遠離我．因
119:42 我就有話回答那~我的．因我
箴 3:35 尊榮．愚昧人高升也成為~。
14:34 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

18:13 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
22:10 消除、分爭和~、也必止息。
25: 8 免得至終被他~、你就不知道
28: 7 與貪食人作伴的、卻~其父。
賽22:18 你這主人家的~、必在那裏坐
25: 8 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因
30: 3 必作你們的~、投在埃及的蔭
54: 4 羞愧、不再記念你寡居的~。
61: 7 代替所受的~．分中所得的喜
耶 6:10 他們以為~、不以為喜悅。
20:11 就是受永不忘記的~、因為他
29:18 令人咒詛、驚駭、嗤笑、~。
42:18 ~、你們不得再見這地方。
44: 8 在天下萬國中令人咒詛~。
44:12 令人辱罵、驚駭、咒詛、~。
46:12 列國聽見你的~、遍地滿了你
49:13 ~、咒詛、並且荒涼．他的一
結 5:14 的眾人眼前、成了荒涼和~。
 5:15 你就在四圍的列國中成為~、
16:52 為義或作當受~〕就要擔當自
16:52 就要擔當自己的~、因你所犯
16:52 你就要抱愧擔當自己的~。
16:54 好使你擔當自己的~、並因你
16:63 又因你的~就不再開口．這是
22:10 你中間有露繼母下體~父親的
32:24 並且與下坑的人一同擔當~。
32:25 並且與下坑的人一同擔當~．
32:30 臥、與下坑的人一同擔當~。
34:29 所滅、也不再受外邦人的~。
36: 6 說、因你們曾受外邦人的~．
36: 7 圍的外邦人總要擔當自己的~
36:15 我使你不再聽見各國的~、不
39:26 他們要擔當自己的~、和干犯
44:13 他們卻要擔當自己的~、和所
但 9:16 列祖的罪孽、被四圍的人~。
11:18 除掉他令人受的~、並且使這
11:18 羞辱、並且使這~歸他本身。
12: 2 生的、有受~永遠被憎惡的。
何 4: 7 我必使他們的榮耀變為~、
12:14 將那因以法蓮所受的~歸還他
珥 2:17 不要使你的產業受~、列邦管
 2:19 我也不再使你們受列國的~．

彌 2: 6 些人說預言、不住地~我們。
 6:16 笑．你們也必擔當我民的~。
哈 2:16 你滿受~、不得榮耀．你也喝
 2:16 你的榮耀、就變為大大地~。
番 3:18 因你擔當~的、我必聚集他們
 3:19 那些在全地受~的、我必使他
太 1:19 不願意明明的~他、想要暗暗
林前11: 4 若蒙著頭、就~自己的頭。

11: 5 就~自己的頭．因為這就如同
11:14 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麼。
15:43 所種的是~的、復活的是榮耀

林後 6: 8 榮耀~、惡名美名．似乎是誘
11:21 是~自己．好像我們從前是軟
腓 3:19 他們以自己的~為榮耀、專以
來 6: 6 子重釘十字架、明明的~他。
12: 2 就輕看~、忍受了十字架的苦
雅 2: 6 你們反倒~貧窮人。那富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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