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 聖經(102次)

新約(18次)
福音書(4)
歷史書(5)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5)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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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2) 腓利門書(0)

嚴 yán

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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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示錄(1)

律法書(21)
歷史書(17)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3)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1)

創世紀(2) 出埃及記(7) 利未記(7) 民數記(2) 申命記(3)
舊約(84次)

以賽亞書(8)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0) 約珥書(2)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7)
詩歌智慧書(25) 約伯記(9) 詩篇(14)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42: 7 向他們說些~厲話、問他們說
42:30 那地的主對我們說~厲的話、
出 1:13 埃及人~嚴的使以色列人作工
 1:13 埃及人嚴~的使以色列人作工
 1:14 在一切的工上都~嚴的待他們
 1:14 在一切的工上都嚴~的待他們
13:19 約瑟曾叫以色列人~嚴的起誓
13:19 約瑟曾叫以色列人嚴~的起誓
15: 7 你大發威~、推翻那些起來攻
利23:36 這是~肅會、甚麼勞碌的工都
25:43 不可~嚴地轄管他．只要敬畏
25:43 不可嚴~地轄管他．只要敬畏
25:46 列人、你們不可~嚴的轄管。
25:46 列人、你們不可嚴~的轄管。
25:53 人、買主不可~嚴的轄管他。
25:53 人、買主不可嚴~的轄管他。
民 5:13 事情~密瞞過他丈夫、而且他
29:35 第八日你們當有~肅會、甚麼
申11: 2 威~、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
16: 8 要向耶和華你的　神守~肅會
33:17 有威~．他的角是野牛的角、
書 6: 1 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關得~緊
撒上14:28 你父親曾叫百姓~嚴的起誓、

14:28 你父親曾叫百姓嚴~的起誓、
王上 6: 4 又為殿作了~緊的窗櫺。

12:13 王用~厲的話回答百姓、不用
20:30 逃入城、藏在~密的屋子裏。
22:25 你進~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王下 9: 2 中起來、帶他進~密的屋子、
10:20 要為巴力宣告~肅會．於是宣

代上16:27 有尊榮和威~在他面前．有能
29:11 威~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
29:25 極其威~、勝過在他以前的以

代下 7: 9 第八日設立~肅會．行奉獻壇
10:13 羅波安王用~厲的話回覆他們
18:24 你進~密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尼 8:18 七日、第八日照例有~肅會。
斯 1: 4 和他美好威~的尊貴、給他們
伯14:17 在囊中、也縫~了我的罪孽。
25: 2 有威~可畏．他在高處施行和
31:23 因他的威~、我不能妄為。
33: 7 我不用威~驚嚇你、也不用勢

37: 4 大發威~．雷電接連不斷。
37:22 在　神那裏有可怕的威~。
40:10 你要以榮耀莊~為妝飾、以尊
40:10 為妝飾、以尊榮威~為衣服．
41:15 可誇、緊緊合閉、封得~密。
詩21: 5 你又將尊榮威~加在他身上。
29: 4 力．耶和華的聲音滿有威~。
45: 3 腰間佩刀、大有榮耀和威~。
65: 5 你必以威~秉公義應允我們．
78:47 樹．下~霜打壞他們的桑樹．
89: 7 是大有威~的　神、比一切在
93: 1 他以威~為衣穿上．耶和華以
96: 6 有尊榮和威~在他面前．有能
104: 1 至大．你以尊榮威~為衣服．
111: 3 和威~。他的公義存到永遠。
118:18 耶和華雖~嚴的懲治我、卻未
118:18 耶和華雖嚴~的懲治我、卻未
145: 5 我要默念你威~的尊榮、和你
145:12 作為、並你國度威~的榮耀。
箴15:10 必受~刑．恨惡責備的、必致
17:11 所以必有~厲的使者、奉差攻
賽 1:13 又守~肅會、我也不能容忍。
 2:10 的驚嚇、、和他威~的榮光。
 2:19 的驚嚇、、和他威~的榮光。
 2:21 的驚嚇、、和他威~的榮光。
24:14 他們為耶和華的威~、從海那
26:10 義、也不注意耶和華的威~。
30:30 耶和華必使人聽他威~的聲音
33:21 裏耶和華必顯威~與我們同在
結 7:20 他建立得威~、他們卻在其中
34: 4 尋找．但用強暴~嚴的轄制。
34: 4 尋找．但用強暴嚴~的轄制。
40:16 都有~緊的窗櫺．裏邊都有窗
41:16 ~緊的窗櫺、並對著門檻的三
41:26 都有~緊的窗櫺和棕樹．殿的
但 4:30 京都、要顯我威~的榮耀麼。
 4:36 為我國的榮耀威~和光耀、也
 5:18 威~、賜與你父尼布甲尼撒．
珥 1:14 宣告~肅會、招聚長老、和國
 2:15 定禁食的日子、宣告~肅會．
摩 5:21 期、也不喜悅你們的~肅會。
彌 5: 4 並耶和華他　神之名的威~、

可 1:43 耶穌~嚴的囑咐他、就打發他
 1:43 耶穌嚴~的囑咐他、就打發他
路19:21 因為你是~厲的人．沒有放下
19:22 你既知道我是~厲的人、沒有
徒 5:28 我們不是~嚴的禁止你們、不
 5:28 我們不是嚴~的禁止你們、不
16:23 在監裏、囑咐禁卒~緊看守。
22: 3 按著我們祖宗~緊的律法受教
26: 5 是按著我們教中最~緊的教門
羅11:22 和~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
11:22 是~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

林後13:10 ~厲的待你們．這權柄原是為
提前 5: 1 不可~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
多 1:13 所以你要~嚴的責備他們、使
 1:13 所以你要嚴~的責備他們、使
來11:35 又有人忍受~刑、不肯苟且得
猶 1:25 威~、能力、權柄、因我們的
啟 5: 1 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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