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備 聖經(97次)

新約(36次)
福音書(17)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2)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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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4)

律法書(2)
歷史書(5)

預言書(4)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61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44) 約伯記(6) 詩篇(10) 箴言(27) 傳道書(1) 雅歌(0)

創31:42 和我的勞碌、就在昨夜~你。
37:10 他父親就~他說、你作的這是

撒下 3: 8 今日你竟為這婦人~我麼。
王上16: 1 尼的兒子耶戶、~巴沙、說、

16: 7 ~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
16:12 耶和華藉先知耶戶~巴沙的話

代上16:21 他們．為他們的緣故~君王、
伯 6:25 但你們~、是責備甚麼呢。
 6:25 但你們責備、是~甚麼呢。
13:10 若暗中徇情、他必要~你們。
20: 3 我已聽見那羞辱我~我的話．
22: 4 敬畏他、就~你、審判你麼。
27: 6 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我。
詩 2: 5 那時他要在怒中~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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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不因你的祭物~你．你的
50:21 其實我要~你、將這些事擺在
51: 4 以致你~我的時候、顯為公義
103: 9 他不長久~、也不永遠懷怒。
105:14 們、為他們的緣故、~君王、
119:21 令的驕傲人、你已經~他們。
141: 5 任憑他~我、這算為頭上的膏
箴 1:23 你們當因我的~回轉．我要將
 1:25 一切的勸戒、不肯受我的~。
 1:30 我的勸戒、藐視我一切的~、
 3:11 懲治〕、也不可厭煩他的~．
 3:12 他必~．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
 3:12 正如父親~所喜愛的兒子。
 5:12 怎麼恨惡訓誨、心中藐視~、
 6:23 是光、訓誨的~是生命的道．
 9: 7 辱罵．~惡人的、必被玷污。
 9: 8 不要~褻慢人、恐怕他恨你．
 9: 8 你．要~智慧人、他必愛你。
10:17 上．違棄~的、便失迷了路。
12: 1 知識．恨惡~的、卻是畜類。
13: 1 父親的教訓．褻慢人不聽~。
13:18 受辱．領受~的、必得尊榮。
15: 5 管教．領受~的、得著見識。
15:10 嚴刑．恨惡~的、必致死亡。
15:12 褻慢人不愛受~．他也不就近
15:31 聽從生命~的、必常在智慧人

15:32 生命．聽從~的、卻得智慧。
17:10 一句~話、深入聰明人的心、
19:25 ~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識。
24:25 ~惡人的、必得喜悅．美好的
27: 5 當面的~、強如背地的愛情。
28:23 ~人的、後來蒙人喜悅、多於
29:15 杖打和~、能加增智慧．放縱
30: 6 恐怕他~你、你就顯為說謊言
傳 7: 5 聽智慧人的~、強如聽愚昧人
賽29:21 為城門口~人的、設下網羅、
耶 2:19 必~你．由此可知可見你離棄
29:27 先知、你們為何沒有~他呢．
31:20 我每逢~他、仍深顧念他、所
結 3:26 不能作~他們的人．他們原是
 5:15 並烈怒的~、向你施行審判．
36: 5 ~那其餘的外邦人、和以東的
摩 5:10 你們怨恨那在城門口~人的、
亞 3: 2 耶和華~你、就是揀選耶路撒
 3: 2 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你
太11:20 悔改、就在那時候~他們說、
19:13 按手禱告．門徒就~那些人。
20:31 眾人~他們、不許他們作聲．
可 1:25 耶穌~他說、不要作聲、從這
 8:33 就~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
10:13 穌摸他們、門徒便~那些人。
10:48 有許多人~他、不許他作聲、
16:14 ~他們不信、心裏剛硬．因為
路 3:19 的一切惡事、受了約翰的~．
 4:35 耶穌~他說、不要作聲、從這
 9:55 耶穌轉身~兩個門徒說、你們
18:15 他們．門徒看見就~那些人。
18:39 就~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
19:39 穌說、夫子、~你的門徒吧。
23:40 那一個就應聲~他說、你既是
約 3:20 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
16: 8 為義、為審判、自己~自己．
羅 3: 4 你~人的時候、顯為公義．被
林前 1: 8 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
弗 5:11 人同行、倒要~行這事的人．
 5:13 凡事受了~、就被光顯明出來
西 1:22 無可~、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帖前 3:13 裏堅固、成為聖潔、無可~。

提前 5:20 當在眾人面前~他、叫其餘的
提後 4: 2 訓、~人、警戒人、勸勉人。
多 1:13 所以你要嚴嚴的~他們、使他
 2:15 用各等權柄~人。不可叫人輕
來12: 5 被他~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彼後 2:16 他卻為自己的過犯受了~．那
約壹 3:20 我們的心若~我們、　神比我

 3:21 我們的心若不~我們、就可以
猶 1: 9 話罪責他、只說、主~你吧。
啟 2: 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你、就是
 2:14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你、因為
 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你、就是
 3:19 我就~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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