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 聖經(98次)

新約(8次)
福音書(2)
歷史書(1)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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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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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書(18)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6)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2)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4) 申命記(1)
舊約(90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5)

大先知書(23)
詩歌智慧書(36) 約伯記(8) 詩篇(11) 箴言(15) 傳道書(1) 雅歌(1)

民14:11 這百姓藐~我要到幾時呢、我
14:23 凡藐~我的、一個也不得看見
15:31 因他藐~耶和華的言語、違背
16:30 就明白這些人是藐~耶和華了
申31:20 他們、藐~我、背棄我的約。
士 9:38 這不是你所藐~的民嗎．你現
撒上 2:17 因為他們藐~耶和華的祭物。

 2:30 他．藐~我的、他必被輕視。
 2:30 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
10:27 就藐~他、沒有送他禮物．掃
17:42 就藐~他．因為他年輕、面色
18: 9 從這日起、掃羅就怒~大衛。

撒下 6:16 前踴躍跳舞、心裏就輕~他。
12: 9 你為甚麼藐~耶和華的命令、
12:10 你既藐~我、娶了赫人烏利亞
19:43 你們為何藐~我們、請王回來

王下19:21 錫安的處女藐~你、嗤笑你．
代上15:29 王踴躍跳舞、心裏就輕~他。
代下36:16 藐~他的言語、譏誚他的先知
尼 2:19 藐~我們、說、你們作甚麼呢
 4: 4 因為我們被藐~．求你使他們
斯 1:17 來、他們就藐~自己的丈夫．
 1:18 從此必大開藐~和忿怒之端。
伯10: 3 又藐~、卻光照惡人的計謀．
12: 5 安逸的人心裏藐~災禍．這災
19:18 連小孩子也藐~我．我若起來
30: 1 我曾藐~、不肯安在看守我羊
31:13 我若藐~不聽他們的情節．
31:34 又因宗族藐~我使我驚恐、以
36: 5 並不藐~人．他的智慧甚廣。
41:34 他無不藐~、他在驕傲的水族
詩15: 4 他眼中藐~匪類、卻尊重那敬
22: 6 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
22:24 因為他沒有藐~憎惡受苦的人
69:33 了窮乏人、不藐~被囚的人。
102:17 禱告、並不藐~他們的祈求。
106:24 他們又藐~那美地、不信他的
107:11 的話語、藐~至高者的旨意。
119:22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
119:141我微小被人藐~．卻不忘記你
123: 3 因為我們被藐~、已到極處。
123: 4 和驕傲人的藐~、已到極處。

箴 1: 7 端．愚妄人藐~智慧和訓誨。
 1:30 的勸戒、藐~我一切的責備、
 5:12 麼恨惡訓誨、心中藐~責備、
 6:30 饑餓偷竊充饑、人不藐~他．
11:12 藐~鄰舍的、毫無智慧．明哲
12: 8 讚．心中乖謬的、必被藐~。
13:13 藐~訓言的、自取滅亡．敬畏
14: 2 華．行事乖僻的、卻藐~他。
14:21 藐~鄰舍的、這人有罪．憐憫
15: 5 愚妄人藐~父親的管教．領受
15:20 父親喜樂．愚昧人藐~母親。
18: 3 藐~隨來．羞恥到、辱罵同到
23: 9 因他必藐~你智慧的言語。
23:22 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他。
30:17 藐~而不聽從母親的、他的眼
傳 9:16 被人藐~、他的話也無人聽從
歌 8: 7 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
賽 1: 4 藐~以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
 5:24 誨、藐~以色列聖者的言語。
 9: 1 和拿弗他利地被藐~．末後卻
16:14 必被藐~、餘剩的人、甚少無
23: 9 使地上一切的尊貴人被藐~。
30:12 因為你們藐~這訓誨的話、倚
33: 8 背約、藐~城邑、不顧人民。
37:22 錫安的處女藐~你、嗤笑你、
49: 7 對那被人所藐~、本國所憎惡
53: 3 他被藐~、被人厭棄、多受痛
53: 3 他被藐~、好像被人掩面不看
60:14 藐~你的、都要在你腳下跪拜
耶 4:30 戀愛你的藐~你、並且尋索你
23:17 他們常對藐~我的人說、耶和
33:24 他們這樣藐~我的百姓、以為
49:15 中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
哀 1: 8 見他赤露就都藐~他．他自己
 2: 6 的憤恨中、藐~君王和祭司。
結16:31 你卻藐~賞賜、不像妓女。
16:56 的眾女、都恨惡你、藐~你。
21:10 樂麼．罰我子的杖藐~各樹。
21:13 若那藐~的杖歸於無有、怎麼
22: 8 你藐~了我的聖物、干犯了我
俄 1: 2 中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
彌 7: 6 因為兒子藐~父親、女兒抗拒

亞 4:10 誰藐~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
瑪 1: 6 藐~我名的祭司阿、萬軍之耶
 1: 6 我們在何事上藐~你的名呢。
 1: 7 耶和華的桌子、是可藐~的。
 1:12 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的。
 2: 9 所以我使你們被眾人藐~、看
路18: 9 藐~別人的、設一個比喻、
23:11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耶穌、
徒19:27 被人藐~、就是大女神亞底米
羅 2: 4 還是你藐~他豐富的恩慈、寬
林前 4:10 你們有榮耀、我們倒被藐~。

11:22 還是藐~　神的教會、叫那沒
16:11 都不可藐~他．只要送他平安

帖前 5:20 不要藐~先知的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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