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应 圣经(92次)

新约(18次)
福音书(2)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1)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6)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2)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报应 bào yìng

普通书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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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示录(3)

律法书(5)
历史书(9)

预言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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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5)
旧约(74次)

以赛亚书(12)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3) 约珥书(2)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0) 弥迦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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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诗歌智慧书(17) 约伯记(6) 诗篇(9)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申 7:10 当面~他们、将他们灭绝．凡
 7:10 凡恨他的人必~他们、决不迟
32:35 伸冤~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
32:41 报复我的敌人、~恨我的人。
32:43 ~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
士 1: 7 现在　神按着我所行的~我了
 9:56 　神~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
 9:57 　神也都~在他们头上．耶路

撒上26:23 和华必照各人的公义诚实~他
撒下 3:39 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他

12:12 众人面前、日光之下、~你。
王上 8:32 照他所行的~在他头上．定义
王下 9:26 我必在这块田上~你．这是耶
代下 6:23 照他所行的~在他头上、定义
伯 8: 4 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
15:31 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
19:29 使你们知道有~。〔原文作审
21:31 明．他所作的、有谁~他呢。
34:11 他必按人所作的~人、使各人
34:33 他施行~、岂要随你的心愿、
诗10:14 为要以手施行~．无倚无靠的
28: 4 将他们所应得的~加给他们。
31:23 实人、足足~行事骄傲的人。
54: 5 他要~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
62:12 因为你照着各人所行的~他。
94: 2 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
99: 8 神、却按他们所行的~他们。
103:10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我们。
109:20 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
箴12:14 人手所作的、必为自己的~。
24:12 不按各人所行、的~各人么。
赛 3:11 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
17:14 的分、是抢夺我们之人的~。
34: 8 为锡安的争辩、有~之年。
35: 4 必来施行极大的~、他必来拯
40:10 在他那里、他的~在他面前。
59:18 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
61: 8 我要凭诚实施行~、并要与我
62:11 在他那里、他的~在他面前。
65: 6 必施行~、必将你们的罪孽、
65: 6 一同~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
66: 6 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的声音

66:15 以烈怒施行~、以火焰施行责
耶14:16 使他们罪恶的~临到他们身上
16:18 我先要加倍~他们的罪孽、和
17:10 行的、和他作事的结果~他。
25:14 按他们手所作的、~他们。
32:18 将父亲的罪孽~在他后世子孙
32:19 行的、和他作事的结果~他。
50:29 照着他所做的~他．他怎样待
51: 6 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
51:56 因为耶和华是施行~的　神、
51:56 行报应的　神、必定施行~。
哀 3:64 们手所作的、向他们施行~。
结 7: 4 却要按你所行的~你、照你中
 7: 9 必按你所行的~你、照你中间
 9:10 要照他们所行的~在他们头上
11:21 必照他们所行的~在他们头上
14: 4 作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他
16:43 以我必照你所行的~在你头上
22: 4 ~之年来到．所以我叫你受列
22:31 ~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
23:35 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
23:49 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你们．
24: 8 出于我、为要发忿怒施行~。
25:17 我向他们大施~、发怒斥责他
35: 6 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罪〔
44:13 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
何 4: 9 他们、照他们所作的~他们。
 9: 7 ~的时候来到．（民说、作先
12: 2 的惩罚他、按他所作的~他。
珥 3: 4 我必使~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
 3: 7 又必使~归到你们的头上．
俄 1:15 你行．你的~必归到你头上。
太16:27 他要照各人的行为~各人。
路21:22 因为这是~的日子、使经上所
罗 1:27 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
 2: 6 他必照各人的行为~各人．
 2: 7 坏之福的、就以永生~他们．
 2: 8 义的、就以忿怒恼恨~他们．
11: 9 变为绊脚石、作他们的~．
12:19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
西 3:25 必受不义的~．主并不偏待人
帖前 4: 6 主必~、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

帖后 1: 6 就必将患难~那加患难给你们
 1: 8 要~那不认识　神、和那不听

提后 4:14 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他。
来 2: 2 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
10:30 我必~。』又说、『主要审判
启 2:23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你们各人
18: 6 按他所行的加倍的~他．用他
22:12 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他。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报应 bào yìng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