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 圣经(140次)

新约(25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5)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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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担 dàn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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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39)
历史书(10)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6)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0) 利未记(13) 民数记(12) 申命记(2)
旧约(115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1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2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45)
诗歌智慧书(14) 约伯记(1) 诗篇(8) 箴言(4) 传道书(1) 雅歌(0)

创43: 9 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罪。
44:32 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罪。
出 1:11 加重~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
 2:11 看他们的重~、见一个埃及人
 5: 4 呢．你们去~你们的担子吧。
 5: 4 呢．你们去担你们的~子吧。
 5: 5 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子。
 6: 6 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不
 6: 7 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的
28:12 ~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
28:38 亚伦要~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
28:43 免得~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
利 5: 1 就是罪．他要~当他的罪孽。
 5:17 有了罪、就要~当他的罪孽。
 7:18 祭肉的、就必~当他的罪孽。
10:17 为要你们~当会众的罪孽、在
16:22 这羊要~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17:16 不洗身、就必~当他的罪孽。
19: 8 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
19:17 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罪。
20:17 的下体、必~当自己的罪孽。
20:19 体、二人必~当自己的罪孽。
20:20 二人要~当自己的罪、必无子
22: 9 因此~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
24:15 咒诅　神的、必~当他的罪。
民 5:31 罪、妇人必~当自己的罪孽。
 9:13 华的供物、应该~当他的罪。
11:14 任太重了、我独自~当不起。
11:17 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当。
14:33 ~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
14:34 你们要~当罪孽四十年、就知
18: 1 要一同~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18: 1 也要一同~当干犯祭司职任的
18:22 近会幕、免得他们~罪而死。
18:23 ~当罪孽、这要作你们世世代
18:32 就不至因这物~罪。你们不可
30:15 废了、就要~当妇人的罪孽。
申 1: 9 们的重任、我独自~当不起。
 1:12 我独自一人怎能~当得起呢。
士10:16 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忧。
撒上 4:13 为　神的约柜心里~忧．那人

 9: 5 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忧。

10: 2 反为你~忧、说、我为儿子怎
尼 3: 5 不用肩~他们主的工作。〔肩
 5:15 加重百姓的~子、每日索要粮
13:15 和各样的~子、在安息日担入
13:15 在安息日~入耶路撒冷、我就
13:19 有人在安息日~什么担子进城
13:19 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子进城
伯13:26 我、又使我~当幼年的罪孽．
诗38: 4 头、如同重~叫我担当不起。
38: 4 头、如同重担叫我~当不起。
55:22 你要把你的重~卸给耶和华、
66:11 罗、把重~放在我们的身上。
68:19 天天背负我们重~的主、就是
78:40 在荒地叫他~忧、何其多呢。
81: 6 我使你的肩得脱重~、你的手
109: 7 愿他出来~当罪名．愿他的祈
箴 9:12 你若亵慢、就必独自~当。
10: 1 乐．愚昧之子、叫母亲~忧。
30:21 样、连地~不起的共有四样．
31:21 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心、
传12: 5 蚱蜢成为重~、人所愿的也都
赛 1: 4 ~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
 1:14 为麻烦．我~当、便不耐烦。
 9: 6 政权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
10:27 亚述王的重~必离开你的肩头
14:25 他加的重~、必离开他们的肩
22:25 挂在其上的重~必被剪断．因
53: 4 他诚然~当我们的忧患、背负
53:11 并且他要~当他们的罪孽。
53:12 他却~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
63:10 使主的圣灵~忧．他就转作他
耶10:10 他一恼恨、列国都~当不起。
17:21 不要在安息日~什么担子、进
17:21 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子、进
17:22 从家中~出担子去．无论何工
17:22 从家中担出~子去．无论何工
17:24 在安息日不~什么担子进入这
17:24 息日不担什么~子进入这城的
17:27 仍在安息日~担子、进入耶路
17:27 仍在安息日担~子、进入耶路
23:36 各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
23:36 重~和默示原文同〕因为你们

31:19 我因~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
哀 5: 7 在了．我们~当他们的罪孽。
结 4: 4 卧的日数、~当他们的罪孽．
 4: 5 你要这样~当以色列家的罪孽
 4: 6 ~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
12:10 全家的预表。〔原文作~子〕
14:10 他们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
16:52 就要~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
16:52 你就要抱愧~当自己的羞辱。
16:54 好使你~当自己的羞辱、并因
16:58 和可憎的事、你已经~当了。
18:19 儿子为何不~当父亲的罪孽呢
18:20 儿子必不~当父亲的罪孽、父
18:20 父亲也不~当儿子的罪孽、义
23:35 所以你要~当你淫行和淫乱的
23:49 你们要~当拜偶像的罪、就知
32:24 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当羞辱
32:25 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当羞辱
32:30 与下坑的人一同~当羞辱。
36: 7 的外邦人总要~当自己的羞辱
39:26 他们要~当自己的羞辱、和干
44:10 像、他们必~当自己的罪孽。
44:12 他们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
44:13 他们却要~当自己的羞辱、和
何 8:10 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
13:16 撒玛利亚必~当自己的罪、因
摩 6: 6 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忧。
 7:10 说的一切话、这国~当不起。
弥 6:16 你们也必~当我民的羞辱。
番 3:18 因你~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
亚 6:13 并~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
太 8:17 的软弱、~当我们的疾病。』
11:28 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
11:28 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
11:30 容易的、我的~子是轻省的。
23: 4 他们把难~的重担、捆起来搁
23: 4 他们把难担的重~、捆起来搁
可 3:29 得赦免、乃要~当永远的罪。
路11:46 因为你们把难~的担子、放在
11:46 因为你们把难担的~子、放在
约16:12 但你们现在~当不了。〔或作
徒15:28 意不将别的重~放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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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15: 1 应该~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
林后 3: 5 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什么事

 3: 5 我们所能承~的、乃是出于
加 5:10 无论是谁、必~当他的罪名。
 6: 2 你们各人的重~要互相担当、
 6: 2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当、
 6: 5 因为各人必~当自己的担子。
 6: 5 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子。
弗 4:30 不要叫　神的圣灵~忧．你们
提后 3: 6 这些妇女~负罪恶、被各样的
来 9:28 ~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
12: 1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脱去容

彼前 2:24 在木头上亲身~当了我们的罪
启 2:24 我不将别的~子放在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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