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碌 圣经(87次)

新约(7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碌 liù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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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历史书(1)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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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3) 利未记(6) 民数记(6) 申命记(3)
旧约(80次)

以赛亚书(8)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7)
诗歌智慧书(40) 约伯记(1) 诗篇(5) 箴言(3) 传道书(31) 雅歌(0)

创31:42 和我的劳~、就在昨夜责备你
出 5: 9 叫他们劳~、不听虚谎的言语
20: 9 六日要劳~作你一切的工．
23:16 你田间所种劳~得来初熟之物
利23: 7 会、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
23: 8 会、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
23:21 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这在
23:25 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要将
23:35 会．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
23:36 会、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
民28:18 会、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
28:25 会、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
28:26 会、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
29: 1 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是你
29:12 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要向
29:35 会、什么劳~的工都不可作。
申 5:13 六日要劳~作你一切的工、
26: 7 们所受的困苦、劳~、欺压、
28:33 和你劳~得来的、必被你所不
尼 5:13 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得来的
伯20:18 他劳~得来的要赔还、不得享
诗104:23 人出去作工、劳~直到晚上。
105:44 他们便承受众民劳~得来的。
109:11 的．愿外人抢他劳~得来的。
127: 2 吃劳~得来的饭、本是枉然．
128: 2 你要吃劳~得来的．你要享福
箴 5:10 你劳~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
20:26 簸散恶人、用~碡滚轧他们。
23: 4 不要劳~求富、休仗自己的聪
传 1: 3 人一切的劳~、就是他在日光
 1: 3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有
 2:10 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的快乐
 2:10 这就是我从劳~中所得的分。
 2:11 和我劳~所成的功．谁知都是
 2:18 我恨恶一切的劳~、就是我在
 2:18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因
 2:19 他竟要管理我劳~所得的、就
 2:20 在日光之下所劳~的一切工作
 2:21 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得来的
 2:21 却要留给未曾劳~的人为分．
 2:22 人在日光之下劳~累心、在他
 2:22 在他一切的劳~上得着什么呢

 2:24 且在劳~中享福．我看这也是
 3: 9 的人在他的劳~上有什么益处
 3:13 在他一切劳~中享福．这也是
 4: 4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和各
 4: 6 强如满了两把、劳~捕风。
 4: 8 竟劳~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
 4: 8 他说我劳劳~碌、刻苦自己、
 4: 8 他说我劳劳碌~、刻苦自己、
 4: 9 因为二人劳~同得美好的果效
 5:12 劳~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
 5:15 他所劳~得来的、手中分毫不
 5:16 他为风劳~有什么益处呢。
 5:18 享受日光之下劳~得来的好处
 5:19 在他劳~中喜乐．这乃是　神
 6: 7 人的劳~都为口腹、心里却不
 8:15 要从劳~中、时常享受所得的
 9: 9 在日光之下劳~的事上所得的
10:15 他的劳~使自己困乏．因为连
赛28:27 也不用~碡．〔原文作车轮下
28:28 虽用~碡和马打散、却不磨他
45:14 埃及劳~得来的、和古实的货
49: 4 我劳~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
55: 2 用劳~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
62: 8 人也不再喝你劳~得来的新酒
65:22 我选民亲手劳~得来的必长久
65:23 他们必不徒然劳~、所生产的
耶 3:24 我们列祖所劳~得来的羊群牛
 9: 5 学习说谎．劳劳~碌的作孽。
 9: 5 学习说谎．劳劳碌~的作孽。
20: 5 和劳~得来的、并一切珍宝、
20:18 我为何出胎见劳~愁苦、使我
51:58 众民所劳~的必致虚空、列国
51:58 列国所劳~的被火焚烧．他们
结23:29 夺取你一切劳~得来的、留下
24:12 这锅劳~疲乏．所长的大锈仍
何12: 8 我所劳~得来的、人必不见有
哈 2:13 众民所劳~得来的、被火焚烧
该 1:11 以及人手一切劳~得来的。
林前 9:13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的、就
林后 8:23 一同为你们劳~的．论到那两

10:15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的、分
11:27 受劳~、受困苦、多次不得睡

帖前 2: 9 你们记念我们的辛苦劳~、昼
帖后 3: 8 倒是辛苦劳~、昼夜作工、免
启 2: 2 劳~、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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