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輕 聖經(102次)

新約(30次)
福音書(7)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6)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3)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5)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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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2)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0)

律法書(9)
歷史書(2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4)
舊約(72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2)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26) 約伯記(4) 詩篇(11) 箴言(9) 傳道書(0) 雅歌(2)

創25:34 這就是以掃~看了他長子的名
出18:22 你就~省些、他們也可以同當
34: 6 不~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
利22: 9 免得~忽了、因此擔罪而死．
民14:18 耶和華不~易發怒、並有豐盛
申25: 3 過數、便是~賤你的弟兄了。
27:16 ~慢父母的、必受咒詛．百姓
32:15 他的　神、~看救他的磐石。
32:18 你~忽生你的磐石、忘記產你
士 4:21 ~悄悄地到他旁邊、將橛子從
撒上 2:30 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視。

 6: 5 並你們的田地、把手放~些。
17:33 因為你年紀太~、他自幼就作
17:42 因為他年~、面色光紅、容貌

撒下 6:16 前踴躍跳舞、心裏就~視他。
 6:20 如同一個~賤人無恥露體一樣
 6:22 自己看為~賤．你所說的那些

王上 7:47 甚多．銅的~重也無法可查。
12: 4 軛、~鬆些、我們就事奉你。
12: 9 求你使我們~鬆些．你們給我
12:10 求你使我們~鬆些．王要對他
16:31 他還以為~、又娶了西頓王謁

代上15:29 王踴躍跳舞、心裏就~視他。
28:15 銀燈的分兩、~重各都合宜．

代下 4:18 甚多．銅的~重、無法可查。
10: 4 我們作的苦工負的重軛~鬆些
10: 9 求你使我們~鬆些．你們給我
10:10 求你使我們~鬆些．王要對他
拉 9:13 且你刑罰我們~於我們罪所當
尼 9:17 不~易發怒、有豐盛慈愛的
伯 5:17 所以你不可~看全能者的管教
28:25 要為風定~重．又度量諸水。
32: 6 我年~、你們老邁、因此我退
34:37 拍手、用許多言語~慢　神。
詩10: 3 並且~慢他。〔或作他祝福貪
10: 3 作他祝福貪財的卻~慢耶和華
10:13 惡人為何~慢　神、心裏說、
31:18 逞驕傲~慢、出狂妄的話攻擊
51:17 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看。
62: 9 浮起．他們一共比空氣還~。
73:20 也必照樣~看他們的影像。
86:15 不~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

103: 8 不~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119:118你都~棄他們．因為他們的詭
145: 8 憫、不~易發怒、大有慈愛。
箴 1:25 反~棄我一切的勸戒、不肯受
 3:11 你不可~看耶和華的管教〔或
12: 9 被人~賤、卻有僕人、強如自
14:17 ~易發怒的、行事愚妄．設立
14:29 不~易發怒的、大有聰明．性
15:32 ~看自己的生命．聽從責備的
16:32 不~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
19:11 就不~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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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與你親嘴．誰也不~看我。
耶 3: 9 因以色列~忽了他的淫亂、和
 6:14 他們~輕忽忽的醫治我百姓的
 6:14 他們輕~忽忽的醫治我百姓的
 8:11 他們~輕忽忽的醫治我百姓的
 8:11 他們輕~忽忽的醫治我百姓的
22:28 哥尼雅這人是被~看、破壞的
哀 1:15 主~棄我中間的一切勇士、招
結16:59 你這~看誓言、背棄盟約的、
17:16 他~看向王所起的誓、背棄王
17:18 他~看誓言、背棄盟約、已經
17:19 他既~看指我所起的誓、背棄
22: 7 在你中間有~慢父母的．有欺
珥 2:13 不~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
拿 1: 5 為要使船~些。約拿已下到底
 4: 2 不~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
鴻 1: 3 耶和華不~易發怒、大有能力
太 6:24 就是重這個~那個．你們不能
11:30 容易的、我的擔子是~省的。
18:10 不可~看這小子裏的一個．我
可 9:12 要受許多的苦、被人~慢呢。
 9:39 名行異能、反倒~易毀謗我。
路16:13 就是重這個~那個．你們不能
約 8:49 尊敬我的父、你們倒~慢我。
徒13:41 你們這~慢的人要觀看、要驚
19:27 也要被人~忽、連亞西亞全地
27:38 拋在海裏、為要叫船~一點。
羅14: 3 吃的人不可~看不吃的人．不
14:10 又為甚麼~看弟兄呢．因我們

林前 4: 6 自大、貴重這個、~看那個。
 6: 4 是派教會所~看的人審判麼。
13: 5 不~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林後 4:17 我們這至暫至~的苦楚、要為
 8:13 我原不是要別人~省、你們受
加 4:14 沒有~看我、也沒有厭棄我．
 6: 7 　神是~慢不得的．人種的是

帖後 2: 2 不要~易動心、也不要驚慌。
提前 4: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總要在

 4:14 你不要~忽所得的恩賜、就是
 5:11 至於年~的寡婦、就可以辭他
 5:14 所以我願意年~的寡婦嫁人、
 6: 2 不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看他
多 2:15 柄責備人。不可叫人~看你。
來12: 2 就~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
12: 5 你不可~看主的管教、被他責

彼後 2:10 ~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
猶 1: 8 ~慢主治的、毀謗在尊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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