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 圣经(88次)

新约(4次)
福音书(2)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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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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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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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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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3)
历史书(0)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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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旧约(84次)

以赛亚书(22)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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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诗歌智慧书(32) 约伯记(6) 诗篇(14) 箴言(11) 传道书(1) 雅歌(0)

申25:15 当用对准~的法码、公平的升
25:15 ~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
32: 4 他所行的无不~．是诚实无伪
伯 8: 3 　神岂能偏离~．全能者岂能
29:14 为衣服、以~为外袍和冠冕。
32: 9 智慧、寿高的不都能明白~。
34:12 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
34:17 难道恨恶~的、可以掌权么．
37:23 有~和大义、必不苦待人。
诗25: 9 他必按~引领谦卑人、将他的
33: 5 他喜爱仁义~．遍地满了耶和
37: 6 发出、使你的~、明如正午。
37:28 因为耶和华喜爱~、不撇弃他
37:30 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
72: 2 的民、按~审判你的困苦人。
89:14 公义和~、是你宝座的根基．
97: 2 公义和~、是他宝座的根基。
99: 4 王有能力喜爱~、坚立公正、
99: 4 正、在雅各中施行~和公义。
101: 1 我要歌唱慈爱和~．耶和华阿
106: 3 凡遵守~、常行公义的、这人
111: 7 是诚实~．他的训词都是确实
119:121我行过~和公义．求你不要撇
箴 1: 3 慧、仁义、~、正直的训诲．
 2: 8 为要保守~人的路、护庇虔敬
 2: 9 义、~、正直、一切的善道。
 8:15 借我坐国位．君王借我定~。
 8:20 义的道上走、在~的路中行．
11: 1 恶．~的法码、为他所喜悦。
12: 5 义人的思念是~．恶人的计谋
19:28 匪徒作见证戏笑~．恶人的口
21: 3 行仁义~、比献祭更蒙耶和华
21: 7 扫除．因他们不肯按~行事。
29: 4 王借~、使国坚定．索要贿赂
传 5: 8 并夺去公义~的事、不要因此
赛 1:17 寻求~、解救受欺压的、给孤
 1:21 从前充满了~、公义居在其中
 1:27 锡安必因~得蒙救赎、其中归
 5: 7 他指望的是~、谁知倒有暴虐
 5:16 因~而崇高、圣者　神、因公
 9: 7 以~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
16: 3 行~、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

16: 5 行审判、寻求~、速行公义。
28: 6 也作了在位上行审判者~之灵
28:17 我必以~为准绳、以公义为线
30:18 因为耶和华是~的　神．凡等
32: 1 义行政．必有首领借~掌权。
32:16 ~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
33: 5 高处．他以~公义充满锡安。
40:14 谁将~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
56: 1 你们当守~、行公义．因我的
59: 8 没有~．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
59: 9 因此~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
59:11 指望~、却是没有．指望救恩
59:14 并且~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
59:15 耶和华看见没有~、甚不喜悦
61: 8 因为我耶和华喜爱~、恨恶抢
耶 4: 2 ~、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7: 5 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
 9:24 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和公义
21:12 你们每早晨要施行~、拯救被
22: 3 你们要施行~和公义、拯救被
22:15 也施行~和公义么．那时他得
23: 5 慧、在地上施行~、和公义。
33:15 他必在地上施行~和公义。
结18:25 主的道不~．以色列家阿、你
18:25 我的道岂不~么、你们的道岂
18:25 么、你们的道岂不是不~么。
18:29 主的道不~．以色列家阿、我
18:29 我的道岂不~么、你们的道岂
18:29 么、你们的道岂不是不~么。
33:17 主的道不~．其实他们的道不
33:17 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
33:20 主的道不~。以色列家阿、我
45: 9 施行~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
但 4:37 他所行的也都~．那行动骄傲
何 2:19 ~、慈爱、怜悯聘你归我．
12: 6 爱、~、常常等候你的　神。
摩 5: 7 你们这使~变为茵蔯、将公义
 5:24 惟愿~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
 6:12 你们却使~变为苦胆、使公义
弥 3: 1 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么。
 3: 8 满有力量~才能、可以向雅各
 3: 9 你们厌恶~、在一切事上屈枉

约 5:30 我的审判也是~的．因为我不
 7:24 定是非、总要按~断定是非。
罗 9:14 难道　神有什么不~么．断乎
多 1: 8 善、庄重、~、圣洁、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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