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胆 圣经(102次)

新约(40次)
福音书(5)
历史书(13)
保罗书信(18)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3)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5)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4)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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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利门书(1)

胆 dǎn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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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历史书(21)

预言书(1)

约书亚记(8)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3) 申命记(7)
旧约(62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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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5)
诗歌智慧书(12) 约伯记(4) 诗篇(6)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42:28 他们就提心吊~、战战兢兢的
利26:36 心惊~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
民13:20 你们要放开~量、把那地的果
32: 7 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
32: 9 使以色列人灰心丧~、不进入
申 3:28 使他~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
11: 8 使你们~壮、能以进去、得你
20: 3 不要~怯、不要惧怕战兢、也
20: 8 谁惧怕~怯、他可以回家去、
31: 6 你们当刚强壮~、不要害怕、
31: 7 你当刚强壮~、因为你要和这
31:23 你当刚强壮~、因为你必领以
书 1: 6 你当刚强壮~．因为你必使这
 1: 7 大大壮~、谨守遵行我仆人摩
 1: 9 你当刚强壮~．不要惧怕、也
 1:18 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
 2:11 并无一人有~气．耶和华你们
 5: 1 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气。
10:25 应当刚强壮~．因为耶和华必
23: 6 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谨守遵
士 7: 3 凡惧怕~怯的、可以离开基列
 7:11 然后你就有~量下去攻营．于

撒上17:32 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怯．
撒下 7:27 所以仆人大~向你如此祈祷。

13:28 们的么。你们只管壮~奋勇。
17:10 虽有人~大如狮子、他的心也

代上17:25 所以仆人大~在你面前祈祷．
22:12 你当刚强壮~、不要惧怕、也
28:20 你当刚强壮~去行．不要惧怕

代下15: 8 就壮起~来、在犹大、便雅悯
19:11 你们应当壮~办事、愿耶和华
25:11 亚玛谢壮起~来、率领他的民
32: 7 你们当刚强壮~、不要因亚述
伯16:13 留情．把我的~倾倒在地上．
20:25 从他~中出来．有惊惶临在他
23:16 　神使我丧~、全能者使我惊
41: 9 然的．一见他、岂不丧~么。
诗27:13 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了。
27:14 当壮~、坚固你的心．我再说
31:24 你们都要壮~、坚固你们的心
40:12 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战。
48: 5 城、就惊奇丧~、急忙逃跑。

69:21 他们拿苦~给我当食物．我渴
箴24:10 你在患难之日若~怯、你的力
28: 1 也逃跑、义人却~壮像狮子。
赛 7: 4 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怯。
26:16 上、他们就倾心吐~祷告你。
35: 4 对~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
41: 6 舍、各人对弟兄说、壮~吧。
42: 4 也不丧~、直到他在地上设立
耶 8:14 又将苦~水给我们喝、都因我
 9:15 姓吃、又将苦~水给他们喝。
23:15 又将苦~水给他们喝、因为亵
30:21 谁有~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
51:46 你们不要心惊~怯、也不要因
哀 2:11 肝~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
 3: 5 原文作苦~〕和艰难围困我。
 3:19 念我如茵蔯和苦~的困苦窘迫
结12:18 你吃饭必~战、喝水必惶惶忧
但11:30 他就丧~而回、又要恼恨圣约
摩 2:16 勇士中最有~量的、必赤身逃
 6:12 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使公
太 8:26 为什么~怯呢．于是起来、斥
27:34 兵丁拿苦~调和的酒、给耶稣
可 4:40 为什么~怯．你们还没有信心
15:43 他放~进去见彼拉多、求耶稣
约14:27 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怯。
徒 4:13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量、又看
 4:29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量、讲你
 4:31 灵充满、放~讲论　神的道。
 8:23 我看出你正在苦~之中、被罪
 9:27 怎么奉耶稣的名放~传道、都
 9:29 放~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
13:46 保罗和巴拿巴放~说、　神的
14: 3 倚靠主放~讲道．主借他们的
18:26 他在会堂里放~讲道、百基拉
19: 8 放~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
26:26 所以我向王放~直言、我深信
28:15 们、就感谢　神、放心壮~。
28:31 放~传讲　神国的道、将主耶
罗10:20 又有以赛亚放~说、『没有寻
15:15 但我稍微放~写信给你们、是

林前 8:10 岂不放~去吃那祭偶像之物么
林后 3:12 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讲说、

 4: 1 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
 4:16 所以我们不丧~．外体虽然毁
 7: 4 我大大的放~、向你们说话．
11:17 的、乃是像愚妄人放~自夸．
弗 3:12 就在他里面放~无惧、笃信不
 3:13 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
 6:19 能以放~、开口讲明福音的奥
 6:20 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讲论。
腓 1:14 越发放~传　神的道、无所惧
 1:20 只要凡事放~．无论是生、是

帖前 2: 2 而还是靠我们的　神放开~量
提前 3:13 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量
提后 1: 7 不是~怯的心、乃是刚强、仁
门 1: 8 靠着基督能放~吩咐你合宜的
来 3: 6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量、
13: 6 所以我们可以放~说、『主是

彼后 2:10 他们~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
启21: 8 惟有~怯的、不信的、可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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