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笑 圣经(107次)

新约(10次)
福音书(8)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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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xiào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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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历史书(1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8)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97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14)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2)
诗歌智慧书(50) 约伯记(18) 诗篇(18) 箴言(9) 传道书(5) 雅歌(0)

创17:17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心
18:12 撒拉心里暗~、说、我既已衰
18:13 撒拉为什么暗~、说、我既已
18:15 我没有~．那位说、不然、你
18:15 那位说、不然、你实在~了。
21: 6 　神使我喜~、凡听见的必与
21: 6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
21: 9 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
申28:37 要令人惊骇、~谈、讥诮。
王上 9: 7 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谈、

 9: 8 嗤~、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
18:27 以利亚嬉~他们、说、大声求

王下 2:23 戏~他、说、秃头的上去吧、
19:21 嗤~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

代下 7:20 使他在万民中作~谈、被讥诮
29: 8 嗤~、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
30:10 那里的人却戏~他们、讥诮他
36:16 他们却嘻~　神的使者、藐视
尼 2:19 听见就嗤~我们、藐视我们、
 4: 1 怒、大大恼恨、嗤~犹大人．
伯 5:22 就必嬉~．地上的野兽、你也
 8:21 他还要以喜~充满你的口、以
 9:23 祸、他必戏~无辜的人遇难。
11: 3 你戏~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
12: 4 竟成了朋友所讥~的．公义完
12: 4 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
17: 2 真有戏~我的在我这里、我眼
17: 6 　神使我作了民中的~谈．他
19:18 我若起来、他们都嘲~我。
21: 3 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吧。
22:19 就欢喜、无辜的人嗤~他们、
29:24 我就向他们含~．他们不使我
30: 1 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我．
30: 9 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谈。
39: 7 他嗤~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
39:18 翅膀、就嗤~马和骑马的人。
39:22 他嗤~可怕的事、并不惊惶、
41:29 禾稓．他嗤~短枪飕的响声。
诗 2: 4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主必嗤
 2: 4 上的必发笑．主必嗤~他们。
22: 7 凡看见我的都嗤~我．他们撇
35:16 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的狂妄人

37:13 主要~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
39:11 叫他的~容消灭、〔的笑容或
39:11 的~容或作所喜爱的〕如衣被
42: 5 因他~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
44:13 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讥刺
44:14 你使我们在列邦中作了~谈、
52: 6 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他、
59: 8 但你耶和华必~话他们．你要
59: 8 必笑话他们．你要嗤~万邦。
69:11 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谈。
73: 8 他们讥~人、凭恶意说欺压人
79: 4 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讥刺。
80: 6 分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
126: 2 我们满口喜~、满舌欢呼的时
箴 1:26 我就发~．惊恐临到你们、我
 1:26 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
14:13 人在喜~中、心也忧愁．快乐
15:13 面带~容．心里忧愁、灵被损
17: 5 戏~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
19:28 匪徒作见证戏~公平．恶人的
29: 9 怒、或~、总不能使他止息。
30:17 戏~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
31:25 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
传 2: 2 我指嬉~说、这是狂妄．论喜
 3: 4 ~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7: 3 忧愁强如喜~、因为面带愁容
 7: 6 愚昧人的~声、好像锅下烧荆
10:19 是为喜~．酒能使人快活、钱
赛37:22 嗤~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
57: 4 你们向谁戏~、向谁张口吐舌
耶18:16 常常嗤~、凡经过这地的、必
19: 8 令人惊骇嗤~．凡经过的人、
19: 8 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
20: 7 我终日成为~话、人人都戏弄
24: 9 为凌辱、~谈、讥刺、咒诅。
25: 9 嗤~、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
25:18 嗤~、咒诅、正如今日一样。
29:18 人咒诅、惊骇、嗤~、羞辱。
48:26 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
48:27 你不曾嗤~以色列么．他岂是
48:39 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惊骇。
49:17 骇、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

50:13 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
51:37 惊骇、嗤~、并且无人居住。
哀 1: 7 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
 2:15 嗤~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
 2:16 他们嗤~、又切齿、说、我们
 3:14 我成了众民的~话．他们终日
结14: 8 ~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
23:32 得甚多、使你被人嗤~讥刺。
何 7:16 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
弥 6:16 使你的居民令人嗤~．你们也
哈 1:10 ~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
 1:10 嗤~一切保障、筑垒攻取。
番 2:15 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他。
太 9:24 是睡着了．他们就嗤~他。
可 5:40 他们就嗤~耶稣．耶稣把他们
路 6:21 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
 6:25 你们喜~的人有祸了．因为你
 8:53 女儿已经死了、就嗤~耶稣。
14:29 能成功、看见的人都~话他、
16:14 听见这一切话、就嗤~耶稣。
23:35 官府也嗤~他说、他救了别人
弗 5: 4 和戏~的话、都不相宜、总要
雅 4: 9 将喜~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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