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碌 聖經(87次)

新約(7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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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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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歷史書(1)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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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3) 利未記(6) 民數記(6) 申命記(3)
舊約(80次)

以賽亞書(8)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7)
詩歌智慧書(40) 約伯記(1) 詩篇(5) 箴言(3) 傳道書(31) 雅歌(0)

創31:42 和我的勞~、就在昨夜責備你
出 5: 9 叫他們勞~、不聽虛謊的言語
20: 9 六日要勞~作你一切的工．
23:16 你田間所種勞~得來初熟之物
利23: 7 會、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
23: 8 會、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
23:21 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這在
23:25 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要將
23:35 會．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
23:36 會、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
民28:18 會、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
28:25 會、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
28:26 會、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
29: 1 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是你
29:12 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要向
29:35 會、甚麼勞~的工都不可作。
申 5:13 六日要勞~作你一切的工、
26: 7 們所受的困苦、勞~、欺壓、
28:33 和你勞~得來的、必被你所不
尼 5:13 抖他離開家產和他勞~得來的
伯20:18 他勞~得來的要賠還、不得享
詩104:23 人出去作工、勞~直到晚上。
105:44 他們便承受眾民勞~得來的。
109:11 的．願外人搶他勞~得來的。
127: 2 吃勞~得來的飯、本是枉然．
128: 2 你要吃勞~得來的．你要享福
箴 5:10 你勞~得來的、歸入外人的家
20:26 簸散惡人、用~碡滾軋他們。
23: 4 不要勞~求富、休仗自己的聰
傳 1: 3 人一切的勞~、就是他在日光
 1: 3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有
 2:10 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的快樂
 2:10 這就是我從勞~中所得的分。
 2:11 和我勞~所成的功．誰知都是
 2:18 我恨惡一切的勞~、就是我在
 2:18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因
 2:19 他竟要管理我勞~所得的、就
 2:20 在日光之下所勞~的一切工作
 2:21 用智慧知識靈巧所勞~得來的
 2:21 卻要留給未曾勞~的人為分．
 2:22 人在日光之下勞~累心、在他
 2:22 在他一切的勞~上得著甚麼呢

 2:24 且在勞~中享福．我看這也是
 3: 9 的人在他的勞~上有甚麼益處
 3:13 在他一切勞~中享福．這也是
 4: 4 我又見人為一切的勞~、和各
 4: 6 強如滿了兩把、勞~捕風。
 4: 8 竟勞~不息、眼目也不以錢財
 4: 8 他說我勞勞~碌、刻苦自己、
 4: 8 他說我勞勞碌~、刻苦自己、
 4: 9 因為二人勞~同得美好的果效
 5:12 勞~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
 5:15 他所勞~得來的、手中分毫不
 5:16 他為風勞~有甚麼益處呢。
 5:18 享受日光之下勞~得來的好處
 5:19 在他勞~中喜樂．這乃是　神
 6: 7 人的勞~都為口腹、心裏卻不
 8:15 要從勞~中、時常享受所得的
 9: 9 在日光之下勞~的事上所得的
10:15 他的勞~使自己困乏．因為連
賽28:27 也不用~碡．〔原文作車輪下
28:28 雖用~碡和馬打散、卻不磨他
45:14 埃及勞~得來的、和古實的貨
49: 4 我勞~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
55: 2 用勞~得來的買那不使人飽足
62: 8 人也不再喝你勞~得來的新酒
65:22 我選民親手勞~得來的必長久
65:23 他們必不徒然勞~、所生產的
耶 3:24 我們列祖所勞~得來的羊群牛
 9: 5 學習說謊．勞勞~碌的作孽。
 9: 5 學習說謊．勞勞碌~的作孽。
20: 5 和勞~得來的、並一切珍寶、
20:18 我為何出胎見勞~愁苦、使我
51:58 眾民所勞~的必致虛空、列國
51:58 列國所勞~的被火焚燒．他們
結23:29 奪取你一切勞~得來的、留下
24:12 這鍋勞~疲乏．所長的大銹仍
何12: 8 我所勞~得來的、人必不見有
哈 2:13 眾民所勞~得來的、被火焚燒
該 1:11 以及人手一切勞~得來的。
林前 9:13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的、就
林後 8:23 一同為你們勞~的．論到那兩

10:15 我們不仗著別人所勞~的、分
11:27 受勞~、受困苦、多次不得睡

帖前 2: 9 你們記念我們的辛苦勞~、晝
帖後 3: 8 倒是辛苦勞~、晝夜作工、免
啟 2: 2 勞~、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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