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藐 圣经(94次)

新约(8次)
福音书(2)
历史书(1)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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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藐 mi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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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5)
历史书(14)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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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4) 申命记(1)
旧约(86次)

以赛亚书(12)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5)

大先知书(23)
诗歌智慧书(36) 约伯记(8) 诗篇(11) 箴言(15) 传道书(1) 雅歌(1)

民14:11 这百姓~视我要到几时呢、我
14:23 凡~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15:31 因他~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
16:30 就明白这些人是~视耶和华了
申31:20 他们、~视我、背弃我的约。
士 9:38 这不是你所~视的民吗．你现
撒上 2:17 因为他们~视耶和华的祭物。

 2:30 他．~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10:27 就~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
17:42 就~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

撒下12: 9 你为什么~视耶和华的命令、
12:10 你既~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
19:43 你们为何~视我们、请王回来

王下19:21 锡安的处女~视你、嗤笑你．
代下36:16 ~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
尼 2:19 ~视我们、说、你们作什么呢
 4: 4 因为我们被~视．求你使他们
斯 1:17 来、他们就~视自己的丈夫．
 1:18 从此必大开~视和忿怒之端。
伯10: 3 又~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
12: 5 安逸的人心里~视灾祸．这灾
19:18 连小孩子也~视我．我若起来
30: 1 我曾~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
31:13 我若~视不听他们的情节．
31:34 又因宗族~视我使我惊恐、以
36: 5 并不~视人．他的智慧甚广。
41:34 他无不~视、他在骄傲的水族
诗15: 4 他眼中~视匪类、却尊重那敬
22: 6 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视。
22:24 因为他没有~视憎恶受苦的人
69:33 了穷乏人、不~视被囚的人。
102:17 祷告、并不~视他们的祈求。
106:24 他们又~视那美地、不信他的
107:11 的话语、~视至高者的旨意。
119:22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视
119:141我微小被人~视．却不忘记你
123: 3 因为我们被~视、已到极处。
123: 4 和骄傲人的~视、已到极处。
箴 1: 7 端．愚妄人~视智慧和训诲。
 1:30 的劝戒、~视我一切的责备、
 5:12 么恨恶训诲、心中~视责备、
 6:30 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视他．

11:12 ~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
12: 8 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视。
13:13 ~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
14: 2 华．行事乖僻的、却~视他。
14:21 ~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
15: 5 愚妄人~视父亲的管教．领受
15:20 父亲喜乐．愚昧人~视母亲。
18: 3 ~视随来．羞耻到、辱骂同到
23: 9 因他必~视你智慧的言语。
23:22 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视他。
30:17 ~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
传 9:16 被人~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歌 8: 7 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视。
赛 1: 4 ~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
 5:24 诲、~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9: 1 和拿弗他利地被~视．末后却
16:14 必被~视、余剩的人、甚少无
23: 9 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视。
30:12 因为你们~视这训诲的话、倚
33: 8 背约、~视城邑、不顾人民。
37:22 锡安的处女~视你、嗤笑你、
49: 7 对那被人所~视、本国所憎恶
53: 3 他被~视、被人厌弃、多受痛
53: 3 他被~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
60:14 ~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
耶 4:30 恋爱你的~视你、并且寻索你
23:17 他们常对~视我的人说、耶和
33:24 他们这样~视我的百姓、以为
49:15 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视。
哀 1: 8 见他赤露就都~视他．他自己
 2: 6 的愤恨中、~视君王和祭司。
结16:31 你却~视赏赐、不像妓女。
16:56 的众女、都恨恶你、~视你。
21:10 乐么．罚我子的杖~视各树。
21:13 若那~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
22: 8 你~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
俄 1: 2 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视。
弥 7: 6 因为儿子~视父亲、女儿抗拒
亚 4:10 谁~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
玛 1: 6 ~视我名的祭司阿、万军之耶
 1: 6 我们在何事上~视你的名呢。
 1: 7 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视的。

 1:12 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视的。
 2: 9 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视、看
路18: 9 ~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23:11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视耶稣、
徒19:27 被人~视、就是大女神亚底米
罗 2: 4 还是你~视他丰富的恩慈、宽
林前 4:10 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视。

11:22 还是~视　神的教会、叫那没
16:11 都不可~视他．只要送他平安

帖前 5:20 不要~视先知的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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