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行 聖經(126次)

新約(9次)
福音書(2)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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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 shī xíng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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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歷史書(7)

預言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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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5) 利未記(2)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117次)

以賽亞書(19) 耶利米書(17)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16)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1)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59)
詩歌智慧書(33) 約伯記(5) 詩篇(24)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出 3:20 在埃及中間~我一切的奇事、
 5:21 ~判斷、因你們使我們在法老
14:13 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的救恩
15:11 聖至榮、可頌可畏、~奇事。
18:16 我便在兩造之間~審判．我又
利19:15 你們~審判、不可行不義、不
19:35 你們~審判、不可行不義．在
申 6:22 ~在埃及地、和法老並他全家
15: 1 逢七年末一年、你要~豁免。
33:21 他~耶和華的公義、和耶和華
士15:18 既藉僕人的手~這麼大的拯救
撒上11:13 今日耶和華在以色列中~拯救

24:15 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審判、
撒下14:11 不許報血仇的人~滅絕、恐怕
代上21:12 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毀滅
代下20:17 看耶和華為你們~拯救．不要
尼 9:10 就~神蹟奇事、在法老和他一
伯13:20 不要向我~、我就不躲開你的
22:13 他豈能看透幽暗~審判呢。
25: 2 威嚴可畏．他在高處~和平。
34:33 他~報應、豈要隨你的心願、
37:13 罰、或為潤地、或為~慈愛。
詩 7: 6 我興起．你已經命定~審判。
 7: 8 耶和華向眾民~審判．耶和華
 9:16 他已~審判．惡人被自己手所
10:14 為要以手~報應．無倚無靠的
20: 9 求耶和華~拯救．我們呼求的
31:19 在世人面前所~的恩惠、是何
33:22 所仰望你的、向我們~慈愛。
50: 6 因為　神是~審判的。〔細拉
58: 1 義麼．~審判、豈按正直麼。
58:11 在地上果有~判斷的　神。
68:20 　神是為我們~諸般救恩的
74:12 來為我的王、在地上~拯救。
75: 2 定的日期、必按正直~審判。
76: 8 　神起來~審判、要救地上一
78:12 在他們祖宗的眼前、~奇事。
82: 3 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公義。
89:49 立誓、要~的慈愛在哪裏呢。
98: 1 他的右手和聖臂、~救恩。
99: 4 正、在雅各中~公平和公義。
103: 6 耶和華~公義、為一切受屈的

111: 9 他向百姓~救贖、命定他的約
119:84 你幾時向逼迫我的人~審判呢
135: 9 他~神蹟奇事在你當中、在法
149: 9 要在他們身上~所記錄的審判
箴 3:27 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
14:25 性命．吐出謊言的、~詭詐。
19:22 ~仁慈的、令人愛慕．窮人強
24:22 耶和華與君王所~的毀滅、誰
賽 2: 4 他必在列國中~審判、為許多
10:22 定．必有公義~、如水漲溢。
16: 5 在大衛帳幕中~審判、尋求公
28:22 決定、在全地上~滅絕的事。
34: 5 和我所咒詛的民、要~審判。
35: 4 必來~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
46:13 列我的榮耀、在錫安~救恩。
47:12 用你從幼年勞神~的符咒、和
49: 6 叫你~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59:16 就用自己的膀臂~拯救．以公
59:18 他的仇敵、向眾海島~報應。
61: 8 我要憑誠實~報應、並要與我
63: 1 憑公義說話、以大能~拯救．
63: 5 所以我自己的膀臂為我~拯救
65: 6 必~報應、必將你們的罪孽、
66: 6 是耶和華向仇敵~報應的聲音
66:15 以烈怒~報應、以火焰施行責
66:15 怒施行報應、以火焰~責罰．
66:16 必以火與刀~審判．被耶和華
耶 1:10 為要~拔出、拆毀、毀壞、傾
 5:10 ~毀壞．但不可毀壞淨盡、只
 7: 5 在人和鄰舍中間誠然~公平．
 7:14 所賜給你們和你們列祖的地~
 9:24 我喜悅在世上~慈愛公平和公
18: 8 不將我想要~的災禍降與他們
21:12 你們每早晨要~公平、拯救被
22: 3 你們要~公平和公義、拯救被
22:15 也~公平和公義麼．那時他得
23: 5 慧、在地上~公平、和公義。
25:29 從稱為我名下的城起首~災禍
26: 3 想要~的災禍、降與他們。
33:15 他必在地上~公平和公義。
46:14 因為刀劍在你四圍~吞滅的事
51: 6 時候．他必向巴比倫~報應。

51:56 因為耶和華是~報應的　神、
51:56 行報應的　神、必定~報應。
哀 3:43 我們．你~殺戮、並不顧惜。
 3:64 們手所作的、向他們~報應。
結 5: 8 的眼前、在你中間、~審判。
 5:10 我必向你~審判、我必將你所
 5:15 向你~審判．那時、你就在四
11: 9 中、且要在你們中間~審判。
16:41 在許多婦人眼前向你~審判．
23:10 下臭名．因他們向他~審判。
24: 8 出於我、為要發忿怒~報應。
25:11 我必向摩押~審判．他們就知
28:22 我在你中間~審判、顯為聖的
28:26 圍恨惡他們的眾人~審判以後
30:14 安中使火著起、向挪~審判。
30:19 我必這樣向埃及~審判．他們
34:17 綿羊與公山羊中間、~判斷。
34:20 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間~判斷
34:22 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間~判斷。
45: 9 ~公平和公義、不再勒索我的
但 3:29 因為沒有別神能這樣~拯救。
 4:27 以~公義斷絕罪過、以憐憫窮
 6:27 在天上地下~神蹟奇事、救了
 8:13 和~毀壞的罪過、將聖所與軍
11:16 在那榮美之地、用手~毀滅。
何 6: 5 他們、我~的審判如光發出。
珥 3: 2 在那裏~審判、因為他們將我
彌 4: 3 他必在多國的民中~審判、為
哈 2: 8 並城中一切居民~強暴、所以
 2:17 城、並城中一切居民~強暴。
番 3:17 是~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
亞 9: 9 並且~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
瑪 3: 5 ~審判．我必速速作見證、警
太12:20 等他~公理、叫公理得勝．
路 1:68 顧他的百姓、為他們~救贖．
徒 2:22 在你們中間~異能奇事神蹟、
13:47 光、叫你~救恩直到地極。』
14: 3 ~神蹟奇事、證明他的恩道。
羅 9:28 因為主要在世上~他的話、叫
啟13:12 ~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並且
14: 7 因他~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16:14 ~奇事、出去到普天下眾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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