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 圣经(102次)

新约(18次)
福音书(4)
历史书(5)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5)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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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严 yán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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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21)
历史书(17)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1)

创世纪(2) 出埃及记(7) 利未记(7) 民数记(2) 申命记(3)
旧约(84次)

以赛亚书(8)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0) 约珥书(2)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7)
诗歌智慧书(25) 约伯记(9) 诗篇(14)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42: 7 向他们说些~厉话、问他们说
42:30 那地的主对我们说~厉的话、
出 1:13 埃及人~严的使以色列人作工
 1:13 埃及人严~的使以色列人作工
 1:14 在一切的工上都~严的待他们
 1:14 在一切的工上都严~的待他们
13:19 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的起誓
13:19 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的起誓
15: 7 你大发威~、推翻那些起来攻
利23:36 这是~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
25:43 不可~严地辖管他．只要敬畏
25:43 不可严~地辖管他．只要敬畏
25:46 列人、你们不可~严的辖管。
25:46 列人、你们不可严~的辖管。
25:53 人、买主不可~严的辖管他。
25:53 人、买主不可严~的辖管他。
民 5:13 事情~密瞒过他丈夫、而且他
29:35 第八日你们当有~肃会、什么
申11: 2 威~、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
16: 8 要向耶和华你的　神守~肃会
33:17 有威~．他的角是野牛的角、
书 6: 1 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紧
撒上14:28 你父亲曾叫百姓~严的起誓、

14:28 你父亲曾叫百姓严~的起誓、
王上 6: 4 又为殿作了~紧的窗棂。

12:13 王用~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
20:30 逃入城、藏在~密的屋子里。
22:25 你进~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王下 9: 2 中起来、带他进~密的屋子、
10:20 要为巴力宣告~肃会．于是宣

代上16:27 有尊荣和威~在他面前．有能
29:11 威~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
29:25 极其威~、胜过在他以前的以

代下 7: 9 第八日设立~肃会．行奉献坛
10:13 罗波安王用~厉的话回复他们
18:24 你进~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尼 8:18 七日、第八日照例有~肃会。
斯 1: 4 和他美好威~的尊贵、给他们
伯14:17 在囊中、也缝~了我的罪孽。
25: 2 有威~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
31:23 因他的威~、我不能妄为。
33: 7 我不用威~惊吓你、也不用势

37: 4 大发威~．雷电接连不断。
37:22 在　神那里有可怕的威~。
40:10 你要以荣耀庄~为妆饰、以尊
40:10 为妆饰、以尊荣威~为衣服．
41:15 可夸、紧紧合闭、封得~密。
诗21: 5 你又将尊荣威~加在他身上。
29: 4 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
45: 3 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
65: 5 你必以威~秉公义应允我们．
78:47 树．下~霜打坏他们的桑树．
89: 7 是大有威~的　神、比一切在
93: 1 他以威~为衣穿上．耶和华以
96: 6 有尊荣和威~在他面前．有能
104: 1 至大．你以尊荣威~为衣服．
111: 3 和威~。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118:18 耶和华虽~严的惩治我、却未
118:18 耶和华虽严~的惩治我、却未
145: 5 我要默念你威~的尊荣、和你
145:12 作为、并你国度威~的荣耀。
箴15:10 必受~刑．恨恶责备的、必致
17:11 所以必有~厉的使者、奉差攻
赛 1:13 又守~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2:10 的惊吓、、和他威~的荣光。
 2:19 的惊吓、、和他威~的荣光。
 2:21 的惊吓、、和他威~的荣光。
24:14 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从海那
26:10 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
30:30 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的声音
33:21 里耶和华必显威~与我们同在
结 7:20 他建立得威~、他们却在其中
34: 4 寻找．但用强暴~严的辖制。
34: 4 寻找．但用强暴严~的辖制。
40:16 都有~紧的窗棂．里边都有窗
41:16 ~紧的窗棂、并对着门槛的三
41:26 都有~紧的窗棂和棕树．殿的
但 4:30 京都、要显我威~的荣耀么。
 4:36 为我国的荣耀威~和光耀、也
 5:18 威~、赐与你父尼布甲尼撒．
珥 1:14 宣告~肃会、招聚长老、和国
 2:15 定禁食的日子、宣告~肃会．
摩 5:21 期、也不喜悦你们的~肃会。
弥 5: 4 并耶和华他　神之名的威~、

可 1:43 耶稣~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
 1:43 耶稣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
路19:21 因为你是~厉的人．没有放下
19:22 你既知道我是~厉的人、没有
徒 5:28 我们不是~严的禁止你们、不
 5:28 我们不是严~的禁止你们、不
16:23 在监里、嘱咐禁卒~紧看守。
22: 3 按着我们祖宗~紧的律法受教
26: 5 是按着我们教中最~紧的教门
罗11:22 和~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
11:22 是~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

林后13:10 ~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
提前 5: 1 不可~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
多 1:13 所以你要~严的责备他们、使
 1:13 所以你要严~的责备他们、使
来11:35 又有人忍受~刑、不肯苟且得
犹 1:25 威~、能力、权柄、因我们的
启 5: 1 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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