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弱 圣经(108次)

新约(50次)
福音书(3)
历史书(1)
保罗书信(38)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8) 哥林多前书(15) 哥林多后书(13) 加拉太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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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 ruò

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5) 雅各书(0) 彼得前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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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历史书(12)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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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7)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4)
旧约(58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2) 诗篇(7)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30:42 只是到羊瘦~配合的时候、就
30:42 瘦~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
41: 6 又细~、又被东风吹焦了。
41: 7 这细~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
41:19 又软~、又丑陋、又干瘦、在
41:23 枯槁细~、被东风吹焦了。
41:24 这些细~的穗子、吞了那七个
民13:18 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是多
申25:18 击杀你尽后边软~的人、并不
28:54 你们中间柔~娇嫩的人、必恶
28:56 你们中间柔~娇嫩的妇人、是
28:56 是因娇嫩柔~不肯把脚踏地的
士16: 7 绑我、我就软~像别人一样。
16:11 绑我、我就软~像别人一样。
16:17 开我、我便软~像别人一样。

撒上15: 9 凡下贱瘦~的、尽都杀了。
撒下 3: 1 日见强盛、扫罗家日见衰~。

 3:39 今日还是软~．这洗鲁雅的两
13: 4 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呢．请你

代下13: 7 那时罗波安还幼~、不能抵挡
14:11 惟有你能帮助软~的、胜过强
28:15 其中有软~的、就使他们骑驴
尼 4: 2 这些软~的犹大人作什么呢．
 6: 9 他们的手必软~、以致工作不
伯 4: 3 许多的人、又坚固软~的手。
 4: 4 的人．你又使软~的膝稳固。
诗 6: 2 因为我软~。耶和华阿、求你
71: 9 我力气衰~的时候、求你不要
77:10 这是我的懦~．但我要追念至
102:23 中道衰~、使我的年日短少。
105:37 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的。
106:15 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
109:24 膝骨软~．我身上的肉、也渐
箴30:26 沙番是软~之类、却在磐石中
赛10:16 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
13: 7 所以人手都必软~、人心都必
14:10 你也变为软~、像我们一样么
17: 4 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
19: 8 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
35: 3 你们要使软~的手坚壮、无力
40:29 赐能力．软~的、他加力量．
47: 1 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娇嫩的。

60:22 微~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
耶49:20 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的拉去
50:45 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的拉去
哀 4: 9 产、就身体衰~、渐渐消灭。
结 7:17 手都发软、膝~如水。
16:30 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
21: 7 膝~如水．看哪、这灾祸临近
34: 4 瘦~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
34:21 你们用胁用肩拥挤一切瘦~的
但 2:42 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
珥 3:10 矛．软~的要说、我有勇力。
摩 7: 2 因为雅各微~、他怎能站立得
 7: 5 因为雅各微~、他怎能站立得
弥 6:14 你的虚~必显在你中间．你必
番 2:11 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瘦~、列
亚12: 8 他们中间软~的、必如大卫．
太 8:17 他代替我们的软~、担当我们
26:41 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了。
可14:38 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了。
徒20:35 扶助软~的人、又当记念主耶
罗 4:19 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
 5: 6 因我们还软~的时候、基督就
 6:19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就照人
 8: 3 律法既因肉体软~、有所不能
 8:26 况且我们的软~有圣灵帮助、
14: 1 信心软~的、你们要接纳、但
14: 2 吃．但那软~的、只吃蔬菜。
15: 1 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不

林前 1:25 慧．　神的软~总比人强壮。
 1:27 又拣选了世上软~的、叫那强
 2: 3 又软~、又惧怕、又甚战兢。
 4:10 我们软~、你们倒强壮．你们
 8: 7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也就污
 8: 9 竟成了那软~人的绊脚石。
 8:10 若是软~、岂不放胆去吃那祭
 8:11 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弟兄、也
 8:12 伤了他们软~的良心、就是得
 9:22 向软~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
 9:22 我就作软~的人、为要得软弱
 9:22 为要得软~的人．向什么样的
11:30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的、与
12:22 身上肢体人以为软~的、更是

15:43 所种的是软~的、复活的是强
林后11:21 好像我们从前是软~的．然而

11:29 有谁软~、我不软弱呢．有谁
11:29 我不软~呢．有谁跌倒、我不
11:30 就夸那关乎我软~的事便了。
12: 5 除了我的软~以外、我并不夸
12: 9 是在人的软~上显得完全．所
12: 9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
12:10 就以软~、凌辱、急难、逼迫
12:10 因我什么时候软~、什么时候
13: 3 不是软~的．在你们里面、是
13: 4 他因软~被钉在十字架上、却
13: 4 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但因
13: 9 即使我们软~、你们刚强、我
加 4: 9 么还要归回那懦~无用的小学
帖前 5:14 扶助软~的人．也要向众人忍
来 4:15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他
 5: 2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所困．
 7:18 因软~无益、所以废掉了．
 7:28 律法本是立软~的人为大祭司
11:34 软~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

彼前 3: 7 因他比你软~、〔比你软弱原
 3: 7 比你软~原文作是软弱的器皿
 3: 7 比你软弱原文作是软~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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