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以 聖經(98次)

新約(43次)
福音書(3)
歷史書(4)
保羅書信(21)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4)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4)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4) 腓立比書(3) 歌羅西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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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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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5) 希伯來書(9)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3)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19)
歷史書(4)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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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4)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12)
舊約(55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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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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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17) 約伯記(3) 詩篇(10)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創24:40 你就~在我父家、我本族那裏
47:19 使我們~存活、不至死亡、地
出20:12 　神所賜你的地上、~長久。
21:26 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自由。
21:27 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自由。
33:16 人在何事上~知道我和你的百
利16:30 你們要在耶和華面前~潔淨、
申 4: 1 ~進入耶和華你們列祖之　神
 4:40 你　神所賜的地上、~長久。
 5:16 　神所賜你的地上、~長久。
 5:33 在所要承受的地上、~長久。
 6: 2 咐你的、使你的日子~長久。
 6: 3 ~享福、人數極其增多、正如
11: 9 ~長久．那是流奶與蜜之地。
11:21 ~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樣
12:10 ~住在耶和華你們　神使你們
22: 7 你就可以享福、日子~長久。
31:13 ~聽見、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
32:47 地上、必因這事日子~長久。

撒上23:16 大衛、使他倚靠　神~堅固．
王下 7:12 我們就活捉他們、~進城。
代下30: 9 ~歸回這地、因為耶和華你們
拉 7:28 我就~堅強、從以色列中招聚
伯37:12 ~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
38:27 使荒廢淒涼之地~豐足、青草
38:27 之地得以豐足、青草~發生。
詩27: 6 現在我~昂首、高過四面的仇
36: 8 ~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
69:35 的民要在那裏居住、~為業。
89:16 日歡樂、因你的公義~高舉。
103: 5 使你所願的~知足、以致你如
107: 9 ~知足、使心裏饑餓的人、得
119: 5 行事堅定、~遵守你的律例。
119:104 ~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119:175 ~讚美你．願你的典章幫助我
141:10 在自己的網裏．我卻~逃脫。
箴 2: 5 白敬畏耶和華、~認識　神。
12:12 的網羅．義人的根、~結實。
14:14 善人必從自己的行為~知足。
20:28 ~保全他的國位、也因仁慈立
賽26: 2 城門、使守信的義民~進入。
29:18 眼、必從迷矇黑暗中~看見。

耶23:18 ~聽見並會悟他的話呢．有誰
27:11 ~耕種居住．這是耶和華說的
30:13 使你的傷痕~纏裹、你沒有醫
33: 6 我要使這城~痊癒安舒、使城
35: 7 你們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延長
50:19 山上、和基列境內、~飽足。
結13:22 使他不回頭離開惡道~救活．
17:14 能自強、惟因守盟約~存立。
29:21 使你以西結在他們中間~開口
34:15 我羊的牧人、使他們~躺臥。
36: 9 也必向你轉意、使你~耕種。
何 6: 2 起、我們就在他面前~存活。
亞10:12 ~堅固．一舉一動必奉我的名
可 5:23 他身上、使他痊癒、~活了。
路21:36 來的事、~站立在人子面前。
約 8:32 真理、真理必叫你們~自由。
徒 3:19 使你們的罪~塗抹、這樣、那
21:24 叫他們~剃頭．這樣、眾人就
24: 3 我們因你~大享太平、並且這
24: 3 ~更正了．我們隨時隨地、滿
羅 4:18 就~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
林前 1: 6 的見證、在你們心裏~堅固．

 4: 4 卻也不能因此~稱義。但判斷
 7:35 ~殷勤服事主、沒有分心的事

林後 3:17 的靈在那裏、那裏就~自由。
 3:18 ~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
 7: 1 的污穢、敬畏　神、~成聖。
10:16 ~將福音傳到你們以外的地方
加 5: 1 叫我們~自由、所以要站立得
弗 1: 7 過犯~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
 2:18 個聖靈所感、~進到父面前。
 3: 6 ~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
 4:13 ~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
腓 1:29 不但~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
 3: 9 並且~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
 3:11 或者我也~從死裏復活。
西 1:11 ~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
 1:14 子裏得蒙救贖、罪過~赦免。
 2:19 身既然靠著他筋節~相助聯絡
 4:12 ~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

提後 3:17 叫屬　神的人~完全、預備行
來 2:10 因受苦難~完全、本是合宜的

 2:11 和那些~成聖的、都是出於一
 4: 3 ~進入那安息、正如　神所說
 5: 9 他既~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
 9: 9 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完全．
10: 1 物、叫那近前來的人~完全。
10:10 次獻上他的身體、就~成聖。
10:14 便叫那~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10:19 穌的血、~坦然進入至聖所、

彼前 2:24 就~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
彼後 1:11 ~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

 2:19 他們應許人~自由、自己卻作
 2:20 ~脫離世上的污穢、後來又在

約壹 4:12 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完全了
 4:17 愛在我們裏面~完全、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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