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弱 聖經(108次)

新約(50次)
福音書(3)
歷史書(1)
保羅書信(38)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8) 哥林多前書(15) 哥林多後書(13) 加拉太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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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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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希伯來書(5) 雅各書(0) 彼得前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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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2)
歷史書(12)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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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7)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4)
舊約(58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8)
詩歌智慧書(10) 約伯記(2) 詩篇(7)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30:42 只是到羊瘦~配合的時候、就
30:42 瘦~的就歸拉班、肥壯的就歸
41: 6 又細~、又被東風吹焦了。
41: 7 這細~的穗子、吞了那七個又
41:19 又軟~、又醜陋、又乾瘦、在
41:23 枯槁細~、被東風吹焦了。
41:24 這些細~的穗子、吞了那七個
民13:18 其中所住的民是強是~、是多
申25:18 擊殺你儘後邊軟~的人、並不
28:54 你們中間柔~嬌嫩的人、必惡
28:56 你們中間柔~嬌嫩的婦人、是
28:56 是因嬌嫩柔~不肯把腳踏地的
士16: 7 綁我、我就軟~像別人一樣。
16:11 綁我、我就軟~像別人一樣。
16:17 開我、我便軟~像別人一樣。

撒上15: 9 凡下賤瘦~的、盡都殺了。
撒下 3: 1 日見強盛、掃羅家日見衰~。

 3:39 今日還是軟~．這洗魯雅的兩
13: 4 為何一天比一天瘦~呢．請你

代下13: 7 那時羅波安還幼~、不能抵擋
14:11 惟有你能幫助軟~的、勝過強
28:15 其中有軟~的、就使他們騎驢
尼 4: 2 這些軟~的猶大人作甚麼呢．
 6: 9 他們的手必軟~、以致工作不
伯 4: 3 許多的人、又堅固軟~的手。
 4: 4 的人．你又使軟~的膝穩固。
詩 6: 2 因為我軟~。耶和華阿、求你
71: 9 我力氣衰~的時候、求你不要
77:10 這是我的懦~．但我要追念至
102:23 中道衰~、使我的年日短少。
105:37 他支派中沒有一個軟~的。
106:15 他們、卻使他們的心靈軟~。
109:24 膝骨軟~．我身上的肉、也漸
箴30:26 沙番是軟~之類、卻在磐石中
賽10:16 必使亞述王的肥壯人變為瘦~
13: 7 所以人手都必軟~、人心都必
14:10 你也變為軟~、像我們一樣麼
17: 4 他肥胖的身體、必漸瘦~。
19: 8 在水上撒網的、必都衰~。
35: 3 你們要使軟~的手堅壯、無力
40:29 賜能力．軟~的、他加力量．
47: 1 因為你不再稱為柔~嬌嫩的。

60:22 微~的國必成為強盛．我耶和
耶49:20 敵定要將他們群眾微~的拉去
50:45 敵定要將他們群眾微~的拉去
哀 4: 9 產、就身體衰~、漸漸消滅。
結 7:17 手都發軟、膝~如水。
16:30 的、可見你的心是何等懦~．
21: 7 膝~如水．看哪、這災禍臨近
34: 4 瘦~的、你們沒有養壯、有病
34:21 你們用脅用肩擁擠一切瘦~的
但 2:42 鐵半泥、那國也必半強半~．
珥 3:10 矛．軟~的要說、我有勇力。
摩 7: 2 因為雅各微~、他怎能站立得
 7: 5 因為雅各微~、他怎能站立得
彌 6:14 你的虛~必顯在你中間．你必
番 2:11 因他必叫世上的諸神瘦~、列
亞12: 8 他們中間軟~的、必如大衛．
太 8:17 他代替我們的軟~、擔當我們
26:41 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了。
可14:38 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了。
徒20:35 扶助軟~的人、又當記念主耶
羅 4:19 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
 5: 6 因我們還軟~的時候、基督就
 6: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就照人
 8: 3 律法既因肉體軟~、有所不能
 8:26 況且我們的軟~有聖靈幫助、
14: 1 信心軟~的、你們要接納、但
14: 2 吃．但那軟~的、只吃蔬菜。
15: 1 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不

林前 1:25 慧．　神的軟~總比人強壯。
 1:27 又揀選了世上軟~的、叫那強
 2: 3 又軟~、又懼怕、又甚戰兢。
 4:10 我們軟~、你們倒強壯．你們
 8: 7 他們的良心既然軟~、也就污
 8: 9 竟成了那軟~人的絆腳石。
 8:10 若是軟~、豈不放膽去吃那祭
 8:11 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弟兄、也
 8:12 傷了他們軟~的良心、就是得
 9:22 向軟~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
 9:22 我就作軟~的人、為要得軟弱
 9:22 為要得軟~的人．向甚麼樣的
11:30 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的、與
12:22 身上肢體人以為軟~的、更是

15:43 所種的是軟~的、復活的是強
林後11:21 好像我們從前是軟~的．然而

11:29 有誰軟~、我不軟弱呢．有誰
11:29 我不軟~呢．有誰跌倒、我不
11:30 就誇那關乎我軟~的事便了。
12: 5 除了我的軟~以外、我並不誇
12: 9 是在人的軟~上顯得完全．所
12: 9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
12:10 就以軟~、凌辱、急難、逼迫
12:10 因我甚麼時候軟~、甚麼時候
13: 3 不是軟~的．在你們裏面、是
13: 4 他因軟~被釘在十字架上、卻
13: 4 我們也是這樣同他軟~、但因
13: 9 即使我們軟~、你們剛強、我
加 4: 9 麼還要歸回那懦~無用的小學
帖前 5:14 扶助軟~的人．也要向眾人忍
來 4:15 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他
 5: 2 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所困．
 7:18 因軟~無益、所以廢掉了．
 7:28 律法本是立軟~的人為大祭司
11:34 軟~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

彼前 3: 7 因他比你軟~、〔比你軟弱原
 3: 7 比你軟~原文作是軟弱的器皿
 3: 7 比你軟弱原文作是軟~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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