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备 圣经(97次)

新约(36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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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2)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4)

律法书(2)
历史书(5)

预言书(4)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61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44) 约伯记(6) 诗篇(10) 箴言(27) 传道书(1) 雅歌(0)

创31:42 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你。
37:10 他父亲就~他说、你作的这是

撒下 3: 8 今日你竟为这妇人~我么。
王上16: 1 尼的儿子耶户、~巴沙、说、

16: 7 ~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
16:12 耶和华借先知耶户~巴沙的话

代上16:21 他们．为他们的缘故~君王、
伯 6:25 但你们~、是责备什么呢。
 6:25 但你们责备、是~什么呢。
13:10 若暗中徇情、他必要~你们。
20: 3 我已听见那羞辱我~我的话．
22: 4 敬畏他、就~你、审判你么。
27: 6 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我。
诗 2: 5 那时他要在怒中~他们、在烈
 6: 1 求你不要在怒中~我、也不要
38: 1 求你不要在怒中~我．不要在
50: 8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你．你的
50:21 其实我要~你、将这些事摆在
51: 4 以致你~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103: 9 他不长久~、也不永远怀怒。
105:14 们、为他们的缘故、~君王、
119:21 令的骄傲人、你已经~他们。
141: 5 任凭他~我、这算为头上的膏
箴 1:23 你们当因我的~回转．我要将
 1:25 一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
 1:30 我的劝戒、藐视我一切的~、
 3:11 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
 3:12 他必~．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
 3:12 正如父亲~所喜爱的儿子。
 5:12 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
 6:23 是光、训诲的~是生命的道．
 9: 7 辱骂．~恶人的、必被玷污。
 9: 8 不要~亵慢人、恐怕他恨你．
 9: 8 你．要~智慧人、他必爱你。
10:17 上．违弃~的、便失迷了路。
12: 1 知识．恨恶~的、却是畜类。
13: 1 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
13:18 受辱．领受~的、必得尊荣。
15: 5 管教．领受~的、得着见识。
15:10 严刑．恨恶~的、必致死亡。
15:12 亵慢人不爱受~．他也不就近
15:31 听从生命~的、必常在智慧人

15:32 生命．听从~的、却得智慧。
17:10 一句~话、深入聪明人的心、
19:25 ~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
24:25 ~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
27: 5 当面的~、强如背地的爱情。
28:23 ~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
29:15 杖打和~、能加增智慧．放纵
30: 6 恐怕他~你、你就显为说谎言
传 7: 5 听智慧人的~、强如听愚昧人
赛29:21 为城门口~人的、设下网罗、
耶 2:19 必~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
29:27 先知、你们为何没有~他呢．
31:20 我每逢~他、仍深顾念他、所
结 3:26 不能作~他们的人．他们原是
 5:15 并烈怒的~、向你施行审判．
36: 5 ~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
摩 5:10 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人的、
亚 3: 2 耶和华~你、就是拣选耶路撒
 3: 2 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你
太11:20 悔改、就在那时候~他们说、
19:13 按手祷告．门徒就~那些人。
20:31 众人~他们、不许他们作声．
可 1:25 耶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
 8:33 就~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
10:13 稣摸他们、门徒便~那些人。
10:48 有许多人~他、不许他作声、
16:14 ~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
路 3:19 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
 4:35 耶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
 9:55 耶稣转身~两个门徒说、你们
18:15 他们．门徒看见就~那些人。
18:39 就~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
19:39 稣说、夫子、~你的门徒吧。
23:40 那一个就应声~他说、你既是
约 3:20 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
16: 8 为义、为审判、自己~自己．
罗 3: 4 你~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
林前 1: 8 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
弗 5:11 人同行、倒要~行这事的人．
 5:13 凡事受了~、就被光显明出来
西 1:22 无可~、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帖前 3:13 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

提前 5:20 当在众人面前~他、叫其余的
提后 4: 2 训、~人、警戒人、劝勉人。
多 1:13 所以你要严严的~他们、使他
 2:15 用各等权柄~人。不可叫人轻
来12: 5 被他~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彼后 2:16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那
约壹 3:20 我们的心若~我们、　神比我

 3:21 我们的心若不~我们、就可以
犹 1: 9 话罪责他、只说、主~你吧。
启 2: 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你、就是
 2:14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你、因为
 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你、就是
 3:19 我就~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责备 zé bèi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