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笑 聖經(107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8)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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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笑 xiào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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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歷史書(11)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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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8)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97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14)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2)
詩歌智慧書(50) 約伯記(18) 詩篇(18) 箴言(9) 傳道書(5) 雅歌(0)

創17:17 亞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心
18:12 撒拉心裏暗~、說、我既已衰
18:13 撒拉為甚麼暗~、說、我既已
18:15 我沒有~．那位說、不然、你
18:15 那位說、不然、你實在~了。
21: 6 　神使我喜~、凡聽見的必與
21: 6 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
21: 9 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
申28:37 要令人驚駭、~談、譏誚。
王上 9: 7 使以色列人在萬民中作~談、

 9: 8 嗤~、說、耶和華為何向這地
18:27 以利亞嬉~他們、說、大聲求

王下 2:23 戲~他、說、禿頭的上去吧、
19:21 嗤~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

代下 7:20 使他在萬民中作~談、被譏誚
29: 8 嗤~、正如你們親眼所見的。
30:10 那裏的人卻戲~他們、譏誚他
36:16 他們卻嘻~　神的使者、藐視
尼 2:19 聽見就嗤~我們、藐視我們、
 4: 1 怒、大大惱恨、嗤~猶大人．
伯 5:22 就必嬉~．地上的野獸、你也
 8:21 他還要以喜~充滿你的口、以
 9:23 禍、他必戲~無辜的人遇難。
11: 3 你戲~的時候、豈沒有人叫你
12: 4 竟成了朋友所譏~的．公義完
12: 4 義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譏~。
17: 2 真有戲~我的在我這裏、我眼
17: 6 　神使我作了民中的~談．他
19:18 我若起來、他們都嘲~我。
21: 3 說了以後、任憑你們嗤~吧。
22:19 就歡喜、無辜的人嗤~他們、
29:24 我就向他們含~．他們不使我
30: 1 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戲~我．
30: 9 人以我為歌曲、以我為~談。
39: 7 他嗤~城內的喧嚷、不聽趕牲
39:18 翅膀、就嗤~馬和騎馬的人。
39:22 他嗤~可怕的事、並不驚惶、
41:29 禾稓．他嗤~短槍颼的響聲。
詩 2: 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主必嗤
 2: 4 上的必發笑．主必嗤~他們。
22: 7 凡看見我的都嗤~我．他們撇
35:16 他們如同席上好嬉~的狂妄人

37:13 主要~他、因見他受罰的日子
39:11 叫他的~容消滅、〔的笑容或
39:11 的~容或作所喜愛的〕如衣被
42: 5 因他~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
44:13 國的羞辱被四圍的人嗤~譏刺
44:14 你使我們在列邦中作了~談、
52: 6 人要看見而懼怕、並要~他、
59: 8 但你耶和華必~話他們．你要
59: 8 必笑話他們．你要嗤~萬邦。
69:11 當衣裳、就成了他們的~談。
73: 8 他們譏~人、憑惡意說欺壓人
79: 4 成為我們四圍人的嗤~譏刺。
80: 6 分爭．我們的仇敵彼此戲~。
126: 2 我們滿口喜~、滿舌歡呼的時
箴 1:26 我就發~．驚恐臨到你們、我
 1:26 驚恐臨到你們、我必嗤~．
14:13 人在喜~中、心也憂愁．快樂
15:13 面帶~容．心裏憂愁、靈被損
17: 5 戲~窮人的、是辱沒造他的主
19:28 匪徒作見證戲~公平．惡人的
29: 9 怒、或~、總不能使他止息。
30:17 戲~父親、藐視而不聽從母親
31:25 他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
傳 2: 2 我指嬉~說、這是狂妄．論喜
 3: 4 ~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7: 3 憂愁強如喜~、因為面帶愁容
 7: 6 愚昧人的~聲、好像鍋下燒荊
10:19 是為喜~．酒能使人快活、錢
賽37:22 嗤~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
57: 4 你們向誰戲~、向誰張口吐舌
耶18:16 常常嗤~、凡經過這地的、必
19: 8 令人驚駭嗤~．凡經過的人、
19: 8 因這城所遭的災、驚駭嗤~。
20: 7 我終日成為~話、人人都戲弄
24: 9 為凌辱、~談、譏刺、咒詛。
25: 9 嗤~、並且永久荒涼．這是耶
25:18 嗤~、咒詛、正如今日一樣。
29:18 人咒詛、驚駭、嗤~、羞辱。
48:26 吐之中打滾、又要被人嗤~。
48:27 你不曾嗤~以色列麼．他豈是
48:39 摩押必令四圍的人嗤~驚駭。
49:17 駭、又因他一切的災禍嗤~。

50:13 駭、又因他所遭的災殃嗤~。
51:37 驚駭、嗤~、並且無人居住。
哀 1: 7 人看見、就因他的荒涼嗤~。
 2:15 嗤~搖頭、說、難道人所稱為
 2:16 他們嗤~、又切齒、說、我們
 3:14 我成了眾民的~話．他們終日
結14: 8 ~談、令人驚駭、並且我要將
23:32 得甚多、使你被人嗤~譏刺。
何 7:16 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譏~。
彌 6:16 使你的居民令人嗤~．你們也
哈 1:10 ~話首領、嗤笑一切保障、築
 1:10 嗤~一切保障、築壘攻取。
番 2:15 凡經過的人都必搖手嗤~他。
太 9:24 是睡著了．他們就嗤~他。
可 5:40 他們就嗤~耶穌．耶穌把他們
路 6:21 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喜~。
 6:25 你們喜~的人有禍了．因為你
 8:53 女兒已經死了、就嗤~耶穌。
14:29 能成功、看見的人都~話他、
16:14 聽見這一切話、就嗤~耶穌。
23:35 官府也嗤~他說、他救了別人
弗 5: 4 和戲~的話、都不相宜、總要
雅 4: 9 將喜~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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