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厌 圣经(106次)

新约(16次)
福音书(6)
历史书(1)
保罗书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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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 yàn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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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0)

律法书(21)
历史书(13)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9)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3) 出埃及记(3) 利未记(9) 民数记(4) 申命记(2)
旧约(90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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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诗歌智慧书(22) 约伯记(12) 诗篇(5) 箴言(4) 传道书(1) 雅歌(0)

创27:46 连性命都~烦了．倘若雅各也
43:32 饭．那原是埃及人所~恶的。
46:34 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恶
出 7:18 埃及人就要~恶吃这河里的水
 8:26 要把埃及人所~恶的祭祀耶和
 8:26 若把埃及人所~恶的在他们眼
利20:23 一切的事、所以我~恶他们。
26:11 帐幕、我的心也不~恶你们。
26:15 ~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
26:15 ~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
26:30 身上．我的心也必~恶你们。
26:43 因为他们~弃了我的典章、心
26:43 典章、心中~恶了我的律例。
26:44 我却不~弃他们、也不厌恶他
26:44 也不~恶他们、将他们尽行灭
民11:20 使你们~恶了、因为你们厌弃
11:20 因为你们~弃住在你们中间的
14:31 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弃的那地
21: 5 我们的心~恶这淡薄的食物。
申 7:26 你要十分~恶、十分憎嫌、因
32:19 的儿女惹动他、就~恶他们。

撒上 2:17 或作他们使人~弃给耶和华献
 8: 7 因为他们不是~弃你、乃是厌
 8: 7 乃是~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
10:19 你们今日却~弃了救你们脱离
15:23 你既~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
15:23 命令、耶和华也~弃你作王。
15:26 因为你~弃耶和华的命令．耶
15:26 耶和华也~弃你作以色列的王
16: 1 我既~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

王下17:15 ~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
17:20 耶和华就~弃以色列全族、使

代上21: 6 因为约押~恶王的这命令。
代下 6:42 求你不要~弃你的受膏者．要
伯 4: 2 你就~烦么．但谁能忍住不说
 6: 7 看为可~的食物、我心不肯挨
 7:16 我~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
 7:20 靶子、使我~弃自己的性命。
 9:21 不顾自己．我~恶我的性命。
10: 1 我~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
19:17 我妻子~恶、我的恳求、我同
20:20 他因贪而无~、所喜悦的连一

30:10 他们~恶我、躲在旁边站着、
33:20 以致他的口~弃食物、心厌恶
33:20 的口厌弃食物、心~恶美味。
42: 6 因此我~恶自己、〔自己或作
诗78:30 他们贪而无~、食物还在他们
89:39 你~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
95:10 我~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
107:18 他们心里~恶各样的食物、就
132:10 缘故、不要~弃你的受膏者。
箴 3:11 治〕、也不可~烦他的责备．
25:17 家、恐怕他~烦你、恨恶你。
25:27 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的。
27: 7 ~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
传 1: 8 万事令人~烦〔或作万物满有
赛 5:24 因为他们~弃万军之耶和华的
 7:13 你们使人~烦岂算小事、还要
 7:13 事、还要使我的　神~烦么。
 8: 6 这百姓既~弃西罗亚缓流的水
43:22 我．以色列阿、你倒~烦我。
43:23 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烦。
43:24 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烦。
53: 3 被人~弃、多受痛苦、常经忧
60:15 你虽然被撇弃被~恶、甚至无
耶 6:19 或作律法〕他们也~弃了。
14:19 你心~恶锡安么．为何击打我
14:21 不~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
16:18 又用可~之物、充满我的产业
44: 4 切不要行我所~恶这可憎之事
结 5:11 可~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
 6: 9 切可憎的恶事、必~恶自己。
 7:20 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的偶像
11:18 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的物
11:21 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之物的
16: 5 子扔在田野、是因你被~恶。
16:28 你因贪色无~、又与亚述人行
16:45 ~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
16:45 ~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
20:13 ~弃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
20:16 因为他们~弃我的典章、不顺
20:24 竟~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
20:43 要因所作的一切恶事~恶自己
36:31 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恶自己

摩 2: 4 因为他们~弃耶和华的训诲、
 5:21 我~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
 6: 8 ~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
弥 3: 9 你们~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
 6: 3 我在什么事上使你~烦。你可
亚11: 8 因为我的心~烦他们、他们的
太13:57 他们就~弃他。〔厌弃他原文
13:57 ~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耶稣
可 6: 3 他们就~弃他。〔厌弃他原文
 6: 3 ~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
约 6:61 这话是叫你们~弃么。〔厌弃
 6:61 厌弃么。〔~弃原文作跌倒〕
徒16:18 保罗就心中~烦、转身对那鬼
罗 2:22 你~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
12: 9 虚假、恶要~恶、善要亲近。

林前 1:28 被人~恶的、以及那无有的、
加 4:14 也没有~弃我．反倒接待我、
 5:11 那十字架讨~的地方就没有了

提后 4: 3 人必~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
来 3:10 所以我~烦那世代的人、说、
 3:17 又~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
犹 1:23 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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