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恩 圣经(88次)

新约(20次)
福音书(5)
历史书(2)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2)
罗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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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救恩 jiù ēn

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3) 雅各书(0) 彼得前书(3)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3)

律法书(2)
历史书(6)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68次)

以赛亚书(17)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41) 约伯记(0) 诗篇(4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49:18 和华阿、我向来等候你的~。
出14:13 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
撒上 2: 1 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欢欣。
撒下22:36 你把你的~给我作盾牌．你的

22:51 和华赐极大的~给他所立的王
23: 5 关乎我的一切~、和我一切所

代上16:23 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
代下 6:41 愿你的祭司披上~、愿你的圣
诗 3: 8 ~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
 9:14 原文作女子〕因你的~欢乐。
13: 5 慈爱．我的心因你的~快乐。
14: 7 但愿以色列的~从锡安而出．
18:35 你把你的~给我作盾牌．你的
18:50 和华赐极大的~给他所立的王
20: 5 我们要因你的~夸胜、要奉我
21: 1 因你的~、他的快乐何其大。
21: 5 他因你的~大有荣耀．你又将
35: 9 耶和华快乐、靠他的~高兴。
40:10 和你的~．我在大会中未曾隐
40:16 愿那些喜爱你~的、常说、当
50:23 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
51:12 求你使我仍得~之乐、赐我乐
53: 6 但愿以色列的~从锡安而出。
62: 1 候　神．我的~是从他而来。
67: 2 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
68:20 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的　神
69:29 愿你的~将我安置在高处。
70: 4 愿那些喜爱你~的常说、当尊
71:15 和你的~．因我不计其数。
78:22 不信服　神、不倚赖他的~。
85: 7 慈爱、又将你的~赐给我们。
85: 9 他的~、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
91:16 享长寿、将我的~显明给他。
96: 2 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
98: 1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
98: 2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在列邦
98: 3 四极、都看见我们　神的~。
106: 4 惠记念我、开你的~眷顾我、
116:13 我要举起~的杯、称扬耶和华
119:41 就是你的~、临到我身上。
119:81 我心渴想你的~、仰望你的应
119:123我因盼望你的~、和你公义的

119:155 ~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
119:166我仰望了你的~、遵行了你的
119:174我切慕你的~．你的律法也是
130: 7 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
132:16 我要使祭司披上~、圣民大声
140: 7 我~的力量阿、在争战的日子
149: 4 他要用~当作谦卑人的妆饰。
赛12: 3 所以你们必从~的泉源欢然取
25: 9 我们必因他的~．欢喜快乐。
26: 1 耶和华要将~定为城墙、为外
33: 6 有丰盛的~、并智慧、和知识
45: 8 产出~、使公义一同发生、这
45:17 得永远的~．你们必不蒙羞、
46:13 我的~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
46:13 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
49: 6 叫你施行我的~、直到地极。
51: 5 我的~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
51: 6 惟有我的~永远长存、我的公
51: 8 永远长存．我的~直到万代。
52: 7 传~的、对锡安说、你的　神
52:10 极的人都看见我们　神的~了
56: 1 因我的~临近、我的公义将要
59:11 没有．指望~、却远离我们。
62: 1 辉发出、他的~如明灯发亮．
哀 3:26 静默等候他的~、这原是好的
拿 2: 9 我必偿还。~出于耶和华。
路 1:77 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
 2:30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
 3: 6 血气的、都要见　神的~。』
19: 9 今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
约 4:22 因为~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徒13:47 光、叫你施行~直到地极。』
28:28 　神这~、如今传给外邦人、
罗11:11 ~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
弗 6:17 并戴上~的头盔、拿着圣灵的
提后 2:10 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
来 1:14 遣为那将要承受~的人效力么
 2: 3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怎能
 2: 3 这~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

彼前 1: 5 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
 1: 9 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
 1:10 论到这~、那预先说你们要得

犹 1: 3 论我们同得~的时候、就不得
启 7:10 愿~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
12:10 我　神的~、能力、国度、并
19: 1 ~、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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