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 圣经(102次)

新约(30次)
福音书(7)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6)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5)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轻 qīng

普通书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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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0)

律法书(9)
历史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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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4)
旧约(72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2) 弥迦书(0) 那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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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诗歌智慧书(26) 约伯记(4) 诗篇(11) 箴言(9) 传道书(0) 雅歌(2)

创25:34 这就是以扫~看了他长子的名
出18:22 你就~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
34: 6 不~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
利22: 9 免得~忽了、因此担罪而死．
民14:18 耶和华不~易发怒、并有丰盛
申25: 3 过数、便是~贱你的弟兄了。
27:16 ~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
32:15 他的　神、~看救他的磐石。
32:18 你~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
士 4:21 ~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
撒上 2:30 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视。

 6: 5 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些。
17:33 因为你年纪太~、他自幼就作
17:42 因为他年~、面色光红、容貌

撒下 6:16 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视他。
 6:20 如同一个~贱人无耻露体一样
 6:22 自己看为~贱．你所说的那些

王上 7:47 甚多．铜的~重也无法可查。
12: 4 轭、~松些、我们就事奉你。
12: 9 求你使我们~松些．你们给我
12:10 求你使我们~松些．王要对他
16:31 他还以为~、又娶了西顿王谒

代上15:29 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视他。
28:15 银灯的分两、~重各都合宜．

代下 4:18 甚多．铜的~重、无法可查。
10: 4 我们作的苦工负的重轭~松些
10: 9 求你使我们~松些．你们给我
10:10 求你使我们~松些．王要对他
拉 9:13 且你刑罚我们~于我们罪所当
尼 9:17 不~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
伯 5:17 所以你不可~看全能者的管教
28:25 要为风定~重．又度量诸水。
32: 6 我年~、你们老迈、因此我退
34:37 拍手、用许多言语~慢　神。
诗10: 3 并且~慢他。〔或作他祝福贪
10: 3 作他祝福贪财的却~慢耶和华
10:13 恶人为何~慢　神、心里说、
31:18 逞骄傲~慢、出狂妄的话攻击
51:17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看。
62: 9 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
73:20 也必照样~看他们的影像。
86:15 不~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

103: 8 不~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119:118你都~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
145: 8 悯、不~易发怒、大有慈爱。
箴 1:25 反~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
 3:11 你不可~看耶和华的管教〔或
12: 9 被人~贱、却有仆人、强如自
14:17 ~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
14:29 不~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
15:32 ~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
16:32 不~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治
19:11 就不~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
19:16 命．~忽己路的、必致死亡。
歌 1: 6 就~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
 8: 1 就与你亲嘴．谁也不~看我。
耶 3: 9 因以色列~忽了他的淫乱、和
 6:14 他们~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
 6:14 他们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
 8:11 他们~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
 8:11 他们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
22:28 哥尼雅这人是被~看、破坏的
哀 1:15 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
结16:59 你这~看誓言、背弃盟约的、
17:16 他~看向王所起的誓、背弃王
17:18 他~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
17:19 他既~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
22: 7 在你中间有~慢父母的．有欺
珥 2:13 不~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拿 1: 5 为要使船~些。约拿已下到底
 4: 2 不~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鸿 1: 3 耶和华不~易发怒、大有能力
太 6:24 就是重这个~那个．你们不能
11:30 容易的、我的担子是~省的。
18:10 不可~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
可 9:12 要受许多的苦、被人~慢呢。
 9:39 名行异能、反倒~易毁谤我。
路16:13 就是重这个~那个．你们不能
约 8:49 尊敬我的父、你们倒~慢我。
徒13:41 你们这~慢的人要观看、要惊
19:27 也要被人~忽、连亚西亚全地
27:38 抛在海里、为要叫船~一点。
罗14: 3 吃的人不可~看不吃的人．不
14:10 又为什么~看弟兄呢．因我们

林前 4: 6 自大、贵重这个、~看那个。
 6: 4 是派教会所~看的人审判么。
13: 5 不~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林后 4:17 我们这至暂至~的苦楚、要为
 8:13 我原不是要别人~省、你们受
加 4:14 没有~看我、也没有厌弃我．
 6: 7 　神是~慢不得的．人种的是

帖后 2: 2 不要~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提前 4: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总要在

 4:14 你不要~忽所得的恩赐、就是
 5:11 至于年~的寡妇、就可以辞他
 5:14 所以我愿意年~的寡妇嫁人、
 6: 2 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看他
多 2:15 柄责备人。不可叫人~看你。
来12: 2 就~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
12: 5 你不可~看主的管教、被他责

彼后 2:10 ~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
犹 1: 8 ~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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