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恩 聖經(88次)

新約(20次)
福音書(5)
歷史書(2)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2)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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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救恩 jiù ēn

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3) 雅各書(0) 彼得前書(3)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3)

律法書(2)
歷史書(6)

預言書(3)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68次)

以賽亞書(17)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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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8)
詩歌智慧書(41) 約伯記(0) 詩篇(4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49:18 和華阿、我向來等候你的~。
出14:13 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
撒上 2: 1 張開．我因耶和華的~歡欣。
撒下22:36 你把你的~給我作盾牌．你的

22:51 和華賜極大的~給他所立的王
23: 5 關乎我的一切~、和我一切所

代上16:23 和華歌唱、天天傳揚他的~。
代下 6:41 願你的祭司披上~、願你的聖
詩 3: 8 ~屬乎耶和華．願你賜福給你
 9:14 原文作女子〕因你的~歡樂。
13: 5 慈愛．我的心因你的~快樂。
14: 7 但願以色列的~從錫安而出．
18:35 你把你的~給我作盾牌．你的
18:50 和華賜極大的~給他所立的王
20: 5 我們要因你的~誇勝、要奉我
21: 1 因你的~、他的快樂何其大。
21: 5 他因你的~大有榮耀．你又將
35: 9 耶和華快樂、靠他的~高興。
40:10 和你的~．我在大會中未曾隱
40:16 願那些喜愛你~的、常說、當
50:23 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
51:12 求你使我仍得~之樂、賜我樂
53: 6 但願以色列的~從錫安而出。
62: 1 候　神．我的~是從他而來。
67: 2 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
68:20 神是為我們施行諸般~的　神
69:29 願你的~將我安置在高處。
70: 4 願那些喜愛你~的常說、當尊
71:15 和你的~．因我不計其數。
78:22 不信服　神、不倚賴他的~。
85: 7 慈愛、又將你的~賜給我們。
85: 9 他的~、誠然與敬畏他的人相
91:16 享長壽、將我的~顯明給他。
96: 2 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
98: 1 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
98: 2 耶和華發明了他的~、在列邦
98: 3 四極、都看見我們　神的~。
106: 4 惠記念我、開你的~眷顧我、
116:13 我要舉起~的杯、稱揚耶和華
119:41 就是你的~、臨到我身上。
119:81 我心渴想你的~、仰望你的應
119:123我因盼望你的~、和你公義的

119:155 ~遠離惡人．因為他們不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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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有慈愛、有豐盛的~。
132:16 我要使祭司披上~、聖民大聲
140: 7 我~的力量阿、在爭戰的日子
149: 4 他要用~當作謙卑人的妝飾。
賽12: 3 所以你們必從~的泉源歡然取
25: 9 我們必因他的~．歡喜快樂。
26: 1 耶和華要將~定為城牆、為外
33: 6 有豐盛的~、並智慧、和知識
45: 8 產出~、使公義一同發生、這
45:17 得永遠的~．你們必不蒙羞、
46:13 我的~必不遲延、我要為以色
46:13 列我的榮耀、在錫安施行~。
49: 6 叫你施行我的~、直到地極。
51: 5 我的~發出、我的膀臂要審判
51: 6 惟有我的~永遠長存、我的公
51: 8 永遠長存．我的~直到萬代。
52: 7 傳~的、對錫安說、你的　神
52:10 極的人都看見我們　神的~了
56: 1 因我的~臨近、我的公義將要
59:11 沒有．指望~、卻遠離我們。
62: 1 輝發出、他的~如明燈發亮．
哀 3:26 靜默等候他的~、這原是好的
拿 2: 9 我必償還。~出於耶和華。
路 1:77 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
 2:30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
 3: 6 血氣的、都要見　神的~。』
19: 9 今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
約 4:22 因為~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徒13:47 光、叫你施行~直到地極。』
28:28 　神這~、如今傳給外邦人、
羅11:11 ~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
弗 6:17 並戴上~的頭盔、拿著聖靈的
提後 2:10 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
來 1:14 遣為那將要承受~的人效力麼
 2: 3 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怎能
 2: 3 這~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

彼前 1: 5 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
 1: 9 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
 1:10 論到這~、那預先說你們要得

猶 1: 3 論我們同得~的時候、就不得
啟 7:10 願~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
12:10 我　神的~、能力、國度、並
19: 1 ~、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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