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喪 聖經(103次)

新約(30次)
福音書(19)
歷史書(2)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7)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8)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4)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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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喪 sàng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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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歷史書(14)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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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5)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3)
舊約(73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13)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5)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7)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5) 詩篇(2) 箴言(2) 傳道書(3) 雅歌(2)

創27:41 為我父親居~的日子近了、到
27:45 為甚麼一日~你們二人呢。
42:36 你們使我~失我的兒子．約瑟
43:14 我若~了兒子、就喪了吧。
43:14 我若喪了兒子、就~了吧。
民32: 7 你們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膽
32: 9 使以色列人灰心~膽、不進入
申26:14 我守~的時候、沒有吃這聖物
32:25 使人~亡、使少男、童女、吃
34: 8 為摩西居~哀哭的日子就滿了
書 6:26 必~長子、安門的時候、必喪
 6:26 子、安門的時候、必~幼子。
 9:24 故、甚怕~命、就行了這事。
士18:25 以致你和你的全家盡都~命。
撒上15:33 你既用刀使婦人~子、這樣、

15:33 你母親在婦人中也必~子．於
18:25 意思要使大衛~在非利士人的
22:22 你父的全家~命、都是因我的

撒下10: 2 為他~父安慰他。大衛的臣僕
14: 2 請你假裝居~的、穿上孝衣、

王上16:34 ~了長子亞比蘭、安門的時候
16:34 ~了幼子西割、正如耶和華藉
20:25 又照著王~失軍兵之數、再招

代上19: 2 大衛差遣使者為他~父安慰他
伯23:16 　神使我~膽、全能者使我驚
29:25 又如弔~的安慰傷心的人。
31:39 產不給價值、或叫原主~命．
36:14 時死亡、與污穢人一樣~命。
41: 9 然的．一見他、豈不~膽麼。
詩27:13 和華的恩惠、就早已~膽了。
48: 5 城、就驚奇~膽、急忙逃跑。
箴 6:32 知、行這事的、必~掉生命。
 7:23 入網羅、卻不知是自~己命。
傳 7: 2 往遭~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
 7: 4 在遭~之家．愚昧人的心、在
12: 5 遠的家、弔~的在街上往來、
歌 4: 2 有雙生、沒有一隻~掉子的。
 6: 6 有雙生、沒有一隻~掉子的。
賽42: 4 也不~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
47: 8 不至寡居、也不遭~子之事。
47: 9 那知~子、寡居、這兩件事、
49:20 你必聽見~子之後所生的兒女

49:21 我既~子獨居、是被擄的、漂
耶 6:26 如~獨生子痛痛哭號、因為滅
15: 7 使他們~掉兒女．我毀滅他們
16: 5 不要進入~家、不要去哀哭、
16: 7 他們有~事、人必不為他們擘
16: 7 他們~父喪母、人也不給他們
16: 7 他們喪父~母、人也不給他們
哀 1:20 在外刀劍使人~子、在家猶如
 2:12 將要~命、對母親說、穀酒在
結 3:18 我卻要向你討他~命的罪。〔
 3:20 我卻要向你討他~命的罪。〔
 5:17 叫你~子、瘟疫和流血的事、
24:17 不可辦理~事．頭上仍勒裹頭
24:17 嘴唇、也不可吃弔~的食物。
24:22 著嘴唇、也不吃弔~的食物。
33: 6 卻要向守望的人討他~命的罪
33: 8 我卻要向你討他~命的罪。〔
34: 4 失~的、你們沒有尋找．但用
34:16 失~的、我必尋找、被逐的、
36:12 為業、你也不再使他們~子。
36:13 是吞吃人的、又使國民~子．
36:14 吞吃人、也不再使國民~子．
但11:30 他就~膽而回、又要惱恨聖約
何 9: 4 必如居~者的食物、凡吃的必
 9:12 我卻必使他們~子、甚至不留
摩 8:10 使這場悲哀如~獨生子、至終
亞11: 9 要~亡的、由他喪亡．餘剩的
11: 9 由他~亡．餘剩的、由他們彼
11:16 他不看顧~亡的、不尋找分散
12:10 如~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
12:10 子、又為我愁苦、如~長子。
太 8:25 主阿、救我們、我們~命啦。
10:39 將要失~生命．為我失喪生命
10:39 為我失~生命的、將要得著生
16:25 必~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
16:25 凡為我~掉生命的、必得著生
18:11 人子來為要拯救失~的人〕
18:14 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一個
可 4:38 夫子、我們~命、你不顧麼。
 8:35 必~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
 8:35 凡為我和福音~掉生命的、必
路 8:24 我們~命啦。耶穌醒了、斥責

 9:24 必~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
 9:24 凡為我~掉生命的、必救了生
 9:25 卻~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
13:33 在耶路撒冷之外~命是不能的
17:33 必~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
17:33 凡~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
19:10 來、為要尋找拯救失~的人。
約12:25 就失~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
徒27:22 一個也不失~、惟獨失喪這船
27:22 個也不失喪、惟獨失~這船。

林後 4: 1 憫、受了這職分、就不~膽．
 4:16 所以我們不~膽．外體雖然毀
 6: 9 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命的．
 7: 6 但那安慰~氣之人的　神、藉
加 6: 9 不可~志．若不灰心、到了時
弗 3:13 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膽
 4:19 良心既然~盡、就放縱私慾、

帖後 3:13 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志。
提前 6: 5 失~真理之人的爭競。他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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