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應 聖經(92次)

新約(18次)
福音書(2)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1)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6)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2)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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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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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啟示錄(3)

律法書(5)
歷史書(9)

預言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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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5)
舊約(74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3) 約珥書(2)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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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詩歌智慧書(17) 約伯記(6) 詩篇(9)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申 7:10 當面~他們、將他們滅絕．凡
 7:10 凡恨他的人必~他們、決不遲
32:35 伸冤~在我．因他們遭災的日
32:41 報復我的敵人、~恨我的人。
32:43 ~他的敵人、潔淨他的地、救
士 1: 7 現在　神按著我所行的~我了
 9:56 　神~亞比米勒向他父親所行
 9:57 　神也都~在他們頭上．耶路

撒上26:23 和華必照各人的公義誠實~他
撒下 3:39 耶和華照著惡人所行的惡~他

12:12 眾人面前、日光之下、~你。
王上 8:32 照他所行的~在他頭上．定義
王下 9:26 我必在這塊田上~你．這是耶
代下 6:23 照他所行的~在他頭上、定義
伯 8: 4 女得罪了他、他使他們受~。
15:31 自己．因虛假必成為他的~。
19:29 使你們知道有~。〔原文作審
21:31 明．他所作的、有誰~他呢。
34:11 他必按人所作的~人、使各人
34:33 他施行~、豈要隨你的心願、
詩10:14 為要以手施行~．無倚無靠的
28: 4 將他們所應得的~加給他們。
31:23 實人、足足~行事驕傲的人。
54: 5 他要~我仇敵所行的惡．求你
62:12 因為你照著各人所行的~他。
94: 2 而立、使驕傲人受應得的~。
99: 8 神、卻按他們所行的~他們。
103:10 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我們。
109:20 人、從耶和華那裏所受的~。
箴12:14 人手所作的、必為自己的~。
24:12 不按各人所行、的~各人麼。
賽 3:11 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
17:14 的分、是搶奪我們之人的~。
34: 8 為錫安的爭辯、有~之年。
35: 4 必來施行極大的~、他必來拯
40:10 在他那裏、他的~在他面前。
59:18 他的仇敵、向眾海島施行~。
61: 8 我要憑誠實施行~、並要與我
62:11 在他那裏、他的~在他面前。
65: 6 必施行~、必將你們的罪孽、
65: 6 一同~在他們後人懷中．我先
66: 6 是耶和華向仇敵施行~的聲音

66:15 以烈怒施行~、以火焰施行責
耶14:16 使他們罪惡的~臨到他們身上
16:18 我先要加倍~他們的罪孽、和
17:10 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他。
25:14 按他們手所作的、~他們。
32:18 將父親的罪孽~在他後世子孫
32:19 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他。
50:29 照著他所做的~他．他怎樣待
51: 6 時候．他必向巴比倫施行~。
51:56 因為耶和華是施行~的　神、
51:56 行報應的　神、必定施行~。
哀 3:64 們手所作的、向他們施行~。
結 7: 4 卻要按你所行的~你、照你中
 7: 9 必按你所行的~你、照你中間
 9:10 要照他們所行的~在他們頭上
11:21 必照他們所行的~在他們頭上
14: 4 作必按他拜許多假神的罪~他
16:43 以我必照你所行的~在你頭上
22: 4 ~之年來到．所以我叫你受列
22:31 ~在他們頭上．這是主耶和華
23:35 以你要擔當你淫行和淫亂的~
23:49 人必照著你們的淫行~你們．
24: 8 出於我、為要發忿怒施行~。
25:17 我向他們大施~、發怒斥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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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照他們所作的~他們。
 9: 7 ~的時候來到．（民說、作先
12: 2 的懲罰他、按他所作的~他。
珥 3: 4 我必使~速速歸到你們的頭上
 3: 7 又必使~歸到你們的頭上．
俄 1:15 你行．你的~必歸到你頭上。
太16:27 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各人。
路21:22 因為這是~的日子、使經上所
羅 1:27 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
 2: 6 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各人．
 2: 7 壞之福的、就以永生~他們．
 2: 8 義的、就以忿怒惱恨~他們．
11: 9 變為絆腳石、作他們的~．
12:19 主說、伸冤在我．我必~。』
西 3:25 必受不義的~．主並不偏待人
帖前 4: 6 主必~、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

帖後 1: 6 就必將患難~那加患難給你們
 1: 8 要~那不認識　神、和那不聽

提後 4:14 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他。
來 2: 2 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
10:30 我必~。』又說、『主要審判
啟 2:23 並要照你們的行為~你們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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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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