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得 圣经(100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15)
历史书(1)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8)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1)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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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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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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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4)
旧约(77次)

以赛亚书(15)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5)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5)
诗歌智慧书(30) 约伯记(2) 诗篇(3) 箴言(24) 传道书(1) 雅歌(0)

创15: 8 我怎能知道~这地为业呢。
22:17 沙、你子孙~着仇敌的城门。
47:26 法老~五分之一、惟独祭司的
民14:24 地．他的后裔也~那地为业。
21: 8 被咬的、一望这蛇、就~活。
申 1:36 ~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
 1:38 他~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
 1:39 那地赐给他们、他们~为业。
21: 8 间．这样、流血的罪~赦免。
书23: 5 你们就~他们的地为业、正如
撒上11: 9 你们~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
王上 2:45 惟有所罗门王~福、并且大卫
王下 2:10 就~着．不然、必得不着了。

 2:10 就必得着．不然、~不着了。
代下15: 7 软．因你们所行的、~赏赐。
伯22:23 帐棚中远除不义、就~建立。
22:29 ~高升．谦卑的人　神必然拯
诗11: 7 爱公义．正直人~见他的面。
36: 9 在你的光中、我们~见光。
37:19 愧、在饥荒的日子、~饱足。
箴 1:13 我们~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
 4: 7 ~聪明。〔或作用你一切所得
10:28 ~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
11:19 ~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
11:21 免受罚．义人的后裔~拯救。
11:25 ~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11:25 得丰裕．滋润人的、~滋润。
12:11 ~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
13: 4 却无所得．殷勤人~丰裕。
13:13 灭亡．敬畏诫命的、~善报。
13:18 受辱．领受责备的、~尊荣。
13:20 ~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
13:21 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善报。
14:22 途么．谋善的~慈爱和诚实。
15:27 己家．恨恶贿赂的、~存活。
16:20 ~好处．倚靠耶和华的、便为
19: 8 生命、保守聪明的、~好处。
24:25 ~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
27:18 果子．敬奉主人的、~尊荣。
28:19 ~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
28:25 端．倚靠耶和华的、~丰裕。
29:23 卑下．心里谦逊的、~尊荣。

29:25 惟有倚靠耶和华的、~安稳。
31:30 敬畏耶和华的妇女、~称赞。
传 8:12 面前敬畏的人、终久~福乐。
赛29:24 ~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
32: 3 昏迷、能听的人、耳~听闻。
33: 6 你一生一世~安稳、有丰盛的
35:10 他们~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
49: 9 他们在路上~饮食、在一切净
51:11 他们~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
54: 3 你的后裔~多国为业、又使荒
55: 3 就~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57:13 但那投靠我的~地土、必承受
61: 7 你们~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
61: 7 在境内~加倍的产业．永远之
62: 2 你~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
65:13 我的仆人~吃、你们却饥饿．
65:13 我的仆人~喝、你们却干渴．
66:14 你们的骨头~滋润、像嫩草一
耶 4:10 你们~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
 6:16 你们心里~安息．他们却说、
21: 9 ~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38: 2 ~存活、就是以自己命为掠物
38: 2 以自己命为掠物的、~存活。
38:20 你~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
结35:10 我~为业．（其实耶和华仍在
36:12 他们~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
47:13 派、分地为业．约瑟~两分。
但12: 1 凡名录在册上的、~拯救。
俄 1:17 成圣．雅各家~原有的产业。
 1:19 高原的人~非利士地、也得以
 1:19 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基列。
 1:20 ~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
 1:20 耶路撒冷人、~南地的城邑。
弥 7: 9 到光明中、我~见他的公义。
番 2: 9 我国中所余剩的~着他们的地
太 5: 4 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安慰。
 5: 6 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饱足。
 5: 8 有福了．因为他们~见　神。
10:41 ~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
10:41 待义人、~义人所得的赏赐。
16:25 为我丧掉生命的、~着生命。
17:27 ~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

21:22 论求什么、只要信、就~着。
可10:30 且要受逼迫．在来世~永生。
11:24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着。
路10:28 的是．你这样行、就~永生。
21:19 必保全灵魂。〔或作~生命〕
约 8:33 你怎么说、你们~自由呢。
16:24 如今你们求就~着、叫你们的
21: 6 就~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
徒 1: 8 你们就~着能力．并要在耶路
罗 4:13 ~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
林后 5: 1 ~　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
西 3:24 ~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奉
来10:35 的心．存这样的心~大赏赐。
雅 1:12 ~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
彼前 5: 4 你们~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约壹 3: 2 要像他．因为~见他的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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