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 圣经(106次)

新约(27次)
福音书(7)
历史书(3)
保罗书信(8)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罗马书(4)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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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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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2)
启示录(2)

律法书(8)
历史书(3)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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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4) 利未记(3)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79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21)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8)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9)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3) 诗篇(4) 箴言(8) 传道书(1) 雅歌(0)

创 4:13 我的~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
出 6: 6 出来的膀臂重重地~罚埃及人
 7: 4 我要伸手重重地~罚埃及、将
21:20 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
21:21 就可以不受~、因为是用钱买
利19:20 二人要受~罚、却不把他们治
26:41 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罚、
26:43 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罚、因

撒上28:10 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
代上15:13 所以他~罚〔原文作闯杀〕我
拉 9:13 并且你~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
伯13:26 你按罪状~罚我、又使我担当
19:29 因为忿怒惹动刀剑的~罚、使
36:17 的言语．判断和~罚抓住你。
诗106:30 ~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
110: 6 他要在列邦中~罚恶人、尸首
125: 5 一同出去受~。愿平安归于以
149: 7 为要报复列邦、~罚万民．
箴 7:22 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罚．
10:13 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杖。
15:10 必受严~．恨恶责备的、必致
17:26 ~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
19:19 必受~罚．你若救他、必须再
19:29 ~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
21:11 亵慢的人受~罚、愚蒙的人就
26: 3 驴．~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
传 8:11 不立刻施~、所以世人满心作
赛13:11 ~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
13:11 ~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
26:14 因为你~罚他们、毁灭他们、
26:21 要~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
27: 1 ~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
27: 1 ~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
53: 5 因他受的~罚我们得平安．因
耶 9:25 我要~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
11:22 我必~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
18:11 定意~罚你们．你们各人当回
21:14 必按你们作事的结果~罚你们
23:34 我必~罚那人、和他的家。
25:12 我必~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
25:29 你们能尽免~罚么．你们必不
27: 8 ~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

29:32 我必~罚尼希兰人示玛雅、和
30:20 凡欺压他们的、我必~罚他。
36:31 ~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
44:13 ~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
44:13 也必照样~罚那些住在埃及地
44:29 我在这地方~罚你们、必有预
46:25 我必~罚挪的亚扪〔埃及尊大
46:25 也必~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
48:21 ~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雅
49:12 你能尽免~罚么．你必不能免
51:44 我必~罚巴比伦的彼勒、使他
51:47 我必~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
51:52 我必~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
哀 4:22 你罪孽的~罚受足了．耶和华
结 7: 3 照你一切可憎的事~罚你。
 7: 4 照你中间可憎的事~罚你．你
 7: 8 照你一切可憎的事~罚你。
 7: 9 照你中间可憎的事~罚你．你
17:20 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罚他
20:35 旷野、在那里当面~罚你们。
20:36 埃及地的旷野~罚你们的列祖
20:36 也必照样~罚你们．这是主耶
21:30 处、生长之地、我必~罚你。
38:22 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罚他
摩 1: 3 我必不免去他的~罚．因为他
 1: 6 我必不免去他的~罚．因为他
 1: 9 我必不免去他的~罚．因为他
 1:11 我必不免去他的~罚．因为他
 1:13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罚．因为
 2: 1 我必不免去他的~罚．因为他
 2: 4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罚．因为
 2: 6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罚．因他
弥 6: 9 你们当听是谁派定~杖的惩罚
哈 1:12 你派定他为要~罚人．磐石阿
番 3:15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罚、赶
亚14:19 这就是埃及的~罚、和那不上
14:19 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罚
太18:34 把他交给掌~的、等他还清了
23:14 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罚
23:33 阿、怎能逃脱地狱的~罚呢。
25:46 这些人要往永~里去．那些义
可12:40 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罚。

路20:47 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罚。
23:40 你既是一样受~的、还不怕
徒 4:21 想不出法子~罚他们、又恐吓
22: 5 人锁拿、带到耶路撒冷受~。
26:11 我屡次用~、强逼他们说亵渎
罗 4:15 或作叫人受~的〕那里没有律
13: 2 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罚。
13: 4 是伸冤的、~罚那作恶的。
13: 5 不但是因为~罚、也是因为良

林前 4:21 是愿意我带着~杖到你们那里
帖前 5: 9 因为　神不是预定我们受~、
帖后 1: 9 他们要受~罚、就是永远沉沦
提前 3: 6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罚里。
来10:29 他要受的~罚该怎样加重呢。
11:35 又有人忍受严~、不肯苟且得

彼后 2: 3 他们的~罚、自古以来并不迟
 2: 9 把不义的人留在~罚之下、等

约壹 4:18 因为惧怕里含着~罚．惧怕的
犹 1: 4 就是自古被定受~罚的、是不
 1: 7 就受永火的~罚、作为鉴戒。
启17: 1 大淫妇所要受的~罚指给你看
18:10 一时之间你的~罚就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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