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傾 聖經(105次)

新約(7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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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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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6)

律法書(4)
歷史書(11)

預言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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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98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14)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結書(17)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10)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2)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49)
詩歌智慧書(24) 約伯記(7) 詩篇(3) 箴言(13) 傳道書(1) 雅歌(0)

創19:21 你、我不~覆你所說的這城、
19:29 正在~覆羅得所住之城的時候
19:29 就打發羅得從~覆之中出來。
申29:23 和華在忿怒中所~覆的所多瑪
士 5: 9 我心~向以色列的首領．他們
 7:13 幕撞倒、帳幕就翻轉~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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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下10: 3 是詳察窺探、要~覆這城麼。
11:25 將城~覆．可以用這話勉勵約

王上13: 3 壇上的灰必~撒．這是耶和華
13: 5 壇上的灰~撒了、正如神人奉

代上19: 3 是為詳察窺探、~覆這地麼。
20: 1 冷。約押攻打拉巴將城~覆。

代下25: 8 能助人得勝、也能使人~敗。
伯12:19 衣擄去、又使有能的人~敗．
16:13 留情．把我的膽~倒在地上．
19: 6 就該知道是　神~覆我、用網
28: 9 人伸手鑿開堅石、~倒山根。
34:25 為、使他們在夜間~倒滅亡。
38:34 聲來、使~盆的雨遮蓋你麼。
38:37 那時、誰能~倒天上的瓶呢。
詩62: 8 在他面前~心吐意．　神是我
119:78 因為他們無理地~覆我．但我
147: 6 持謙卑人、將惡人~覆於地。
箴10: 8 令．口裏愚妄的、必致~倒。
10:10 患．口裏愚妄的、必致~倒。
11:11 舉．卻因邪惡人的口就~覆。
12: 7 惡人~覆、歸於無有．義人的
13: 6 義保守．犯罪的被邪惡~覆。
14:11 奸惡人的房屋必~倒．正直人
19: 3 ~敗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
21:12 知道惡人~倒、必至滅亡。
21:22 城牆、~覆他所倚靠的堅壘。
22:12 明人．卻~敗奸詐人的言語。
24:16 必興起．惡人卻被禍患~倒。
24:17 喜．他~倒、你心不要快樂。
29: 4 堅定．索要賄賂、使國~敗。
傳11: 3 就必~倒在地上．樹若向南倒
賽 1: 7 既被外邦人~覆、就成為荒涼
 3: 8 猶大~倒．因為他們的舌頭、
13:19 必像　神所~覆的所多瑪蛾摩

14:17 使城邑~覆、不釋放被擄的人
21: 9 巴比倫~倒了．傾倒了、他一
21: 9 ~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
25:12 和華使你城上的堅固高臺~倒
26:16 上、他們就~心吐膽禱告你。
42:25 ~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
53:12 因為他將命~倒、以致於死．
耶 1:10 毀壞、~覆、又要建立栽植。
 1:13 見一個燒開的鍋、從北而~。
 6:11 我要~在街中的孩童、和聚會
 7:20 ~在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
10:25 願你將忿怒~在不認識你的列
20:16 人像耶和華所~覆而不後悔的
31:28 ~覆、苦害、也必照樣留意將
31:40 拔出、不再~覆、直到永遠。
42:18 的怒氣和忿怒~在耶路撒冷的
42:18 照樣將我的忿怒~在你們身上
49:18 和鄰近的城邑~覆的時候一樣
50:40 要像我~覆所多瑪蛾摩拉和鄰
51: 8 巴比倫忽然~覆毀壞．要為他
51:58 必全然~倒、他高大的城門、
哀 2: 2 他發怒~覆猶大民的保障、使
 2:17 他~覆了、並不顧惜、使你的
 2:19 在主面前~心如水．你的孩童
 4: 6 於他、還是轉眼之間被~覆。
結 7: 8 我快要將我的忿怒~在你身上
 9: 8 你將忿怒~在耶路撒冷、豈要
14:19 的忿怒~在其上、好將人與牲
16:36 因你的污穢~洩了、你與你所
20: 8 我要將我的忿怒~在他們身上
20:13 曠野將我的忿怒~在他們身上
20:21 要將我的忿怒~在他們身上、
20:33 並~出來的忿怒治理你們。
20:34 並~出來的忿怒、將你們從萬
21:27 我要將這國~覆、傾覆、而又
21:27 ~覆、而又傾覆、這國也必不
21:27 而又~覆、這國也必不再有、
26:15 因你~倒的響聲、海島豈不都
26:18 如今在你這~覆的日子、海島
30: 6 也必~倒．埃及因勢力而有的
33:12 轉離惡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倒
36:18 就把我的忿怒~在他們身上．

但 9:11 都~在我們身上、因我們得罪
 9:27 並且有忿怒~在那行毀壞的身
 9:27 或作~在那荒涼之地〕直到所
11:41 有許多國就被~覆、但以東人
何 4:14 祭、這無知的民、必致~倒。
摩 4:11 我~覆你們中間的城邑、如同
 4:11 如同我從前~覆所多瑪蛾摩拉
拿 3: 4 等四十日、尼尼微必~覆了。
鴻 1: 6 他的忿怒如火~倒、磐石因他
番 3: 8 都~在他們身上．我的忿怒如
該 2:22 我必~覆列國的寶座、除滅列
 2:22 並~覆戰車和坐在其上的．馬
亞11: 2 因為香柏樹~倒、佳美的樹毀
瑪 3:10 ~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彼後 2: 6 將二城~覆、焚燒成灰、作為
啟14: 8 大怒之酒的巴比倫大城~倒了
14: 8 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倒了。
17:10 五位已經~倒了、一位還在、
18: 2 巴比倫大城~倒了、傾倒了、
18: 2 ~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
18: 3 國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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