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行 圣经(126次)

新约(9次)
福音书(2)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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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利门书(0)

施行 shī x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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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10)
历史书(7)

预言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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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5) 利未记(2)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117次)

以赛亚书(19) 耶利米书(17)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16)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1)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59)
诗歌智慧书(33) 约伯记(5) 诗篇(24)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出 3:20 在埃及中间~我一切的奇事、
 5:21 ~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
14:13 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的救恩
15:11 圣至荣、可颂可畏、~奇事。
18:16 我便在两造之间~审判．我又
利19:15 你们~审判、不可行不义、不
19:35 你们~审判、不可行不义．在
申 6:22 ~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
15: 1 逢七年末一年、你要~豁免。
33:21 他~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
士15:18 既借仆人的手~这么大的拯救
撒上11:13 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拯救

24:15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审判、
撒下14:11 不许报血仇的人~灭绝、恐怕
代上21:12 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毁灭
代下20:17 看耶和华为你们~拯救．不要
尼 9:10 就~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
伯13:20 不要向我~、我就不躲开你的
22:13 他岂能看透幽暗~审判呢。
25: 2 威严可畏．他在高处~和平。
34:33 他~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
37:13 罚、或为润地、或为~慈爱。
诗 7: 6 我兴起．你已经命定~审判。
 7: 8 耶和华向众民~审判．耶和华
 9:16 他已~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
10:14 为要以手~报应．无倚无靠的
20: 9 求耶和华~拯救．我们呼求的
31:19 在世人面前所~的恩惠、是何
33:22 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慈爱。
50: 6 因为　神是~审判的。〔细拉
58: 1 义么．~审判、岂按正直么。
58:11 在地上果有~判断的　神。
68:20 　神是为我们~诸般救恩的
74:12 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拯救。
75: 2 定的日期、必按正直~审判。
76: 8 　神起来~审判、要救地上一
78:12 在他们祖宗的眼前、~奇事。
82: 3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公义。
89:49 立誓、要~的慈爱在哪里呢。
98: 1 他的右手和圣臂、~救恩。
99: 4 正、在雅各中~公平和公义。
103: 6 耶和华~公义、为一切受屈的

111: 9 他向百姓~救赎、命定他的约
119:84 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审判呢
135: 9 他~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
149: 9 要在他们身上~所记录的审判
箴 3:27 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
14:25 性命．吐出谎言的、~诡诈。
19:22 ~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
24:22 耶和华与君王所~的毁灭、谁
赛 2: 4 他必在列国中~审判、为许多
10:22 定．必有公义~、如水涨溢。
16: 5 在大卫帐幕中~审判、寻求公
28:22 决定、在全地上~灭绝的事。
34: 5 和我所咒诅的民、要~审判。
35: 4 必来~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
46:13 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救恩。
47:12 用你从幼年劳神~的符咒、和
49: 6 叫你~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59:16 就用自己的膀臂~拯救．以公
59:18 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报应。
61: 8 我要凭诚实~报应、并要与我
63: 1 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拯救．
63: 5 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拯救
65: 6 必~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
66: 6 是耶和华向仇敌~报应的声音
66:15 以烈怒~报应、以火焰施行责
66:15 怒施行报应、以火焰~责罚．
66:16 必以火与刀~审判．被耶和华
耶 1:10 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
 5:10 ~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
 7: 5 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公平．
 7:14 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
 9:24 我喜悦在世上~慈爱公平和公
18: 8 不将我想要~的灾祸降与他们
21:12 你们每早晨要~公平、拯救被
22: 3 你们要~公平和公义、拯救被
22:15 也~公平和公义么．那时他得
23: 5 慧、在地上~公平、和公义。
25:29 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首~灾祸
26: 3 想要~的灾祸、降与他们。
33:15 他必在地上~公平和公义。
46:14 因为刀剑在你四围~吞灭的事
51: 6 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报应。

51:56 因为耶和华是~报应的　神、
51:56 行报应的　神、必定~报应。
哀 3:43 我们．你~杀戮、并不顾惜。
 3:64 们手所作的、向他们~报应。
结 5: 8 的眼前、在你中间、~审判。
 5:10 我必向你~审判、我必将你所
 5:15 向你~审判．那时、你就在四
11: 9 中、且要在你们中间~审判。
16:41 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审判．
23:10 下臭名．因他们向他~审判。
24: 8 出于我、为要发忿怒~报应。
25:11 我必向摩押~审判．他们就知
28:22 我在你中间~审判、显为圣的
28:26 围恨恶他们的众人~审判以后
30:14 安中使火着起、向挪~审判。
30:19 我必这样向埃及~审判．他们
34:17 绵羊与公山羊中间、~判断。
34:20 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判断
34:22 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判断。
45: 9 ~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
但 3:29 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拯救。
 4:27 以~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
 6:27 在天上地下~神迹奇事、救了
 8:13 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
11:16 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毁灭。
何 6: 5 他们、我~的审判如光发出。
珥 3: 2 在那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
弥 4: 3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审判、为
哈 2: 8 并城中一切居民~强暴、所以
 2:17 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强暴。
番 3:17 是~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
亚 9: 9 并且~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
玛 3: 5 ~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
太12:20 等他~公理、叫公理得胜．
路 1:68 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救赎．
徒 2:22 在你们中间~异能奇事神迹、
13:47 光、叫你~救恩直到地极。』
14: 3 ~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
罗 9:28 因为主要在世上~他的话、叫
启13:12 ~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
14: 7 因他~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16:14 ~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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