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 圣经(105次)

新约(7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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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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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6)

律法书(4)
历史书(11)

预言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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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98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14)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结书(17)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10)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2)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49)
诗歌智慧书(24) 约伯记(7) 诗篇(3) 箴言(13) 传道书(1) 雅歌(0)

创19:21 你、我不~覆你所说的这城、
19:29 正在~覆罗得所住之城的时候
19:29 就打发罗得从~覆之中出来。
申29:23 和华在忿怒中所~覆的所多玛
士 5: 9 我心~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
 7:13 幕撞倒、帐幕就翻转~覆了。

撒上 1:15 但在耶和华面前~心吐意。
 7: 2 以色列全家都~向耶和华。

撒下10: 3 是详察窥探、要~覆这城么。
11:25 将城~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

王上13: 3 坛上的灰必~撒．这是耶和华
13: 5 坛上的灰~撒了、正如神人奉

代上19: 3 是为详察窥探、~覆这地么。
20: 1 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覆。

代下25: 8 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败。
伯12:19 衣掳去、又使有能的人~败．
16:13 留情．把我的胆~倒在地上．
19: 6 就该知道是　神~覆我、用网
28: 9 人伸手凿开坚石、~倒山根。
34:25 为、使他们在夜间~倒灭亡。
38:34 声来、使~盆的雨遮盖你么。
38:37 那时、谁能~倒天上的瓶呢。
诗62: 8 在他面前~心吐意．　神是我
119:78 因为他们无理地~覆我．但我
147: 6 持谦卑人、将恶人~覆于地。
箴10: 8 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倒。
10:10 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倒。
11:11 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覆。
12: 7 恶人~覆、归于无有．义人的
13: 6 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覆。
14:11 奸恶人的房屋必~倒．正直人
19: 3 ~败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
21:12 知道恶人~倒、必至灭亡。
21:22 城墙、~覆他所倚靠的坚垒。
22:12 明人．却~败奸诈人的言语。
24:16 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倒。
24:17 喜．他~倒、你心不要快乐。
29: 4 坚定．索要贿赂、使国~败。
传11: 3 就必~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
赛 1: 7 既被外邦人~覆、就成为荒凉
 3: 8 犹大~倒．因为他们的舌头、
13:19 必像　神所~覆的所多玛蛾摩

14:17 使城邑~覆、不释放被掳的人
21: 9 巴比伦~倒了．倾倒了、他一
21: 9 ~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
25:12 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倒
26:16 上、他们就~心吐胆祷告你。
42:25 ~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
53:12 因为他将命~倒、以致于死．
耶 1:10 毁坏、~覆、又要建立栽植。
 1:13 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
 6:11 我要~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
 7:20 ~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
10:25 愿你将忿怒~在不认识你的列
20:16 人像耶和华所~覆而不后悔的
31:28 ~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
31:40 拔出、不再~覆、直到永远。
42:18 的怒气和忿怒~在耶路撒冷的
42:18 照样将我的忿怒~在你们身上
49:18 和邻近的城邑~覆的时候一样
50:40 要像我~覆所多玛蛾摩拉和邻
51: 8 巴比伦忽然~覆毁坏．要为他
51:58 必全然~倒、他高大的城门、
哀 2: 2 他发怒~覆犹大民的保障、使
 2:17 他~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
 2:19 在主面前~心如水．你的孩童
 4: 6 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覆。
结 7: 8 我快要将我的忿怒~在你身上
 9: 8 你将忿怒~在耶路撒冷、岂要
14:19 的忿怒~在其上、好将人与牲
16:36 因你的污秽~泄了、你与你所
20: 8 我要将我的忿怒~在他们身上
20:13 旷野将我的忿怒~在他们身上
20:21 要将我的忿怒~在他们身上、
20:33 并~出来的忿怒治理你们。
20:34 并~出来的忿怒、将你们从万
21:27 我要将这国~覆、倾覆、而又
21:27 ~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
21:27 而又~覆、这国也必不再有、
26:15 因你~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
26:18 如今在你这~覆的日子、海岛
30: 6 也必~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
33:12 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倒
36:18 就把我的忿怒~在他们身上．

但 9:11 都~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
 9:27 并且有忿怒~在那行毁坏的身
 9:27 或作~在那荒凉之地〕直到所
11:41 有许多国就被~覆、但以东人
何 4:14 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倒。
摩 4:11 我~覆你们中间的城邑、如同
 4:11 如同我从前~覆所多玛蛾摩拉
拿 3: 4 等四十日、尼尼微必~覆了。
鸿 1: 6 他的忿怒如火~倒、磐石因他
番 3: 8 都~在他们身上．我的忿怒如
该 2:22 我必~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
 2:22 并~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
亚11: 2 因为香柏树~倒、佳美的树毁
玛 3:10 ~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彼后 2: 6 将二城~覆、焚烧成灰、作为
启14: 8 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倒了
14: 8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倒了。
17:10 五位已经~倒了、一位还在、
18: 2 巴比伦大城~倒了、倾倒了、
18: 2 ~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
18: 3 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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