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擔 聖經(140次)

新約(25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5)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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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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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2)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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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39)
歷史書(10)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6)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0) 利未記(13) 民數記(12) 申命記(2)
舊約(115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2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5)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1) 詩篇(8) 箴言(4) 傳道書(1) 雅歌(0)

創43: 9 在你面前、我情願永遠~罪。
44:32 我便在父親面前永遠~罪。
出 1:11 加重~苦害他們．他們為法老
 2:11 看他們的重~、見一個埃及人
 5: 4 呢．你們去~你們的擔子吧。
 5: 4 呢．你們去擔你們的~子吧。
 5: 5 多、你們竟叫他們歇下~子。
 6: 6 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不
 6: 7 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的
28:12 ~他們的名字、在耶和華面前
28:38 亞倫要~當干犯聖物條例的罪
28:43 免得~罪而死．這要為亞倫和
利 5: 1 就是罪．他要~當他的罪孽。
 5:17 有了罪、就要~當他的罪孽。
 7:18 祭肉的、就必~當他的罪孽。
10:17 為要你們~當會眾的罪孽、在
16:22 這羊要~當他們一切的罪孽、
17:16 不洗身、就必~當他的罪孽。
19: 8 必~當他的罪孽、因為他褻瀆
19:17 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罪。
20:17 的下體、必~當自己的罪孽。
20:19 體、二人必~當自己的罪孽。
20:20 二人要~當自己的罪、必無子
22: 9 因此~罪而死．我是叫他們成
24:15 咒詛　神的、必~當他的罪。
民 5:31 罪、婦人必~當自己的罪孽。
 9:13 華的供物、應該~當他的罪。
11:14 任太重了、我獨自~當不起。
11:17 姓的重任、免得你獨自~當。
14:33 ~當你們淫行的罪、直到你們
14:34 你們要~當罪孽四十年、就知
18: 1 要一同~當干犯聖所的罪孽、
18: 1 也要一同~當干犯祭司職任的
18:22 近會幕、免得他們~罪而死。
18:23 ~當罪孽、這要作你們世世代
18:32 就不至因這物~罪。你們不可
30:15 廢了、就要~當婦人的罪孽。
申 1: 9 們的重任、我獨自~當不起。
 1:12 我獨自一人怎能~當得起呢。
士10:16 列人受的苦難、就心中~憂。
撒上 4:13 為　神的約櫃心裏~憂．那人

 9: 5 不為驢挂心、反為我們~憂。

10: 2 反為你~憂、說、我為兒子怎
尼 3: 5 不用肩~他們主的工作。〔肩
 5:15 加重百姓的~子、每日索要糧
13:15 和各樣的~子、在安息日擔入
13:15 在安息日~入耶路撒冷、我就
13:19 有人在安息日~甚麼擔子進城
13:19 有人在安息日擔甚麼~子進城
伯13:26 我、又使我~當幼年的罪孽．
詩38: 4 頭、如同重~叫我擔當不起。
38: 4 頭、如同重擔叫我~當不起。
55:22 你要把你的重~卸給耶和華、
66:11 羅、把重~放在我們的身上。
68:19 天天背負我們重~的主、就是
78:40 在荒地叫他~憂、何其多呢。
81: 6 我使你的肩得脫重~、你的手
109: 7 願他出來~當罪名．願他的祈
箴 9:12 你若褻慢、就必獨自~當。
10: 1 樂．愚昧之子、叫母親~憂。
30:21 樣、連地~不起的共有四樣．
31:21 他不因下雪為家裏的人~心、
傳12: 5 蚱蜢成為重~、人所願的也都
賽 1: 4 ~著罪孽的百姓、行惡的種類
 1:14 為麻煩．我~當、便不耐煩。
 9: 6 政權必~在他的肩頭上．他名
10:27 亞述王的重~必離開你的肩頭
14:25 他加的重~、必離開他們的肩
22:25 挂在其上的重~必被剪斷．因
53: 4 他誠然~當我們的憂患、背負
53:11 並且他要~當他們的罪孽。
53:12 他卻~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
63:10 使主的聖靈~憂．他就轉作他
耶10:10 他一惱恨、列國都~當不起。
17:21 不要在安息日~甚麼擔子、進
17:21 不要在安息日擔甚麼~子、進
17:22 從家中~出擔子去．無論何工
17:22 從家中擔出~子去．無論何工
17:24 在安息日不~甚麼擔子進入這
17:24 息日不擔甚麼~子進入這城的
17:27 仍在安息日~擔子、進入耶路
17:27 仍在安息日擔~子、進入耶路
23:36 各人所說的話必作自己的重~
23:36 重~和默示原文同〕因為你們

31:19 我因~當幼年的凌辱、就抱愧
哀 5: 7 在了．我們~當他們的罪孽。
結 4: 4 臥的日數、~當他們的罪孽．
 4: 5 你要這樣~當以色列家的罪孽
 4: 6 ~當猶大家的罪孽、我給你定
12:10 全家的預表。〔原文作~子〕
14:10 他們必~當自己的罪孽、先知
16:52 就要~當自己的羞辱、因你所
16:52 你就要抱愧~當自己的羞辱。
16:54 好使你~當自己的羞辱、並因
16:58 和可憎的事、你已經~當了。
18:19 兒子為何不~當父親的罪孽呢
18:20 兒子必不~當父親的罪孽、父
18:20 父親也不~當兒子的罪孽、義
23:35 所以你要~當你淫行和淫亂的
23:49 你們要~當拜偶像的罪、就知
32:24 並且與下坑的人一同~當羞辱
32:25 並且與下坑的人一同~當羞辱
32:30 與下坑的人一同~當羞辱。
36: 7 的外邦人總要~當自己的羞辱
39:26 他們要~當自己的羞辱、和干
44:10 像、他們必~當自己的罪孽。
44:12 他們必~當自己的罪孽．這是
44:13 他們卻要~當自己的羞辱、和
何 8:10 他們因君王和首領所加的重~
13:16 撒瑪利亞必~當自己的罪、因
摩 6: 6 身．卻不為約瑟的苦難~憂。
 7:10 說的一切話、這國~當不起。
彌 6:16 你們也必~當我民的羞辱。
番 3:18 因你~當羞辱的、我必聚集他
亞 6:13 並~負尊榮、坐在位上、掌王
太 8:17 的軟弱、~當我們的疾病。』
11:28 凡勞苦~重擔的人、可以到我
11:28 凡勞苦擔重~的人、可以到我
11:30 容易的、我的~子是輕省的。
23: 4 他們把難~的重擔、捆起來擱
23: 4 他們把難擔的重~、捆起來擱
可 3:29 得赦免、乃要~當永遠的罪。
路11:46 因為你們把難~的擔子、放在
11:46 因為你們把難擔的~子、放在
約16:12 但你們現在~當不了。〔或作
徒15:28 意不將別的重~放在你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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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15: 1 應該~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
林後 3: 5 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甚麼事

 3: 5 我們所能承~的、乃是出於
加 5:10 無論是誰、必~當他的罪名。
 6: 2 你們各人的重~要互相擔當、
 6: 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當、
 6: 5 因為各人必~當自己的擔子。
 6: 5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子。
弗 4:30 不要叫　神的聖靈~憂．你們
提後 3: 6 這些婦女~負罪惡、被各樣的
來 9:28 ~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
12: 1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脫去容

彼前 2:24 在木頭上親身~當了我們的罪
啟 2:24 我不將別的~子放在你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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