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 圣经(121次)

新约(34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2)
保罗书信(14)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8)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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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乐 kuài le

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3)

律法书(3)
历史书(12)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5)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87次)

以赛亚书(17)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1) 约珥书(3)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0)
诗歌智慧书(35) 约伯记(1) 诗篇(21) 箴言(5) 传道书(7) 雅歌(1)

民10:10 在你们~的日子和节期、并月
申14:26 和华你　神的面前、吃喝~。
33:18 萨迦阿、在你帐棚里可以~。

撒上 2: 1 我的心因耶和华~．我的角因
25:36 拿八~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

王上 4:20 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
代上16:31 愿地~．愿人在列邦中说、耶
代下20:27 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
尼 8:12 大大~、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
 9:25 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
斯 1:10 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就吩
 5: 9 那日哈曼心中~、欢欢喜喜地
 8:15 书珊城的人民、都欢呼~。
 8:16 犹大人有光荣欢喜~而得尊贵
 8:17 犹大人都欢喜~、设摆筵宴、
伯 3:22 他们寻见坟墓就~、极其欢喜
诗 2:11 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
 4: 7 你使我心里~、胜过那丰收五
 9: 2 我要因你欢喜~．至高者阿、
13: 5 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
14: 7 那时雅各要~、以色列要欢喜
16: 9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21: 1 因你的救恩、他的~何其大。
21: 6 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
32:11 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
35: 9 我的心必靠耶和华~、靠他的
35:27 欢呼~．愿他们常说、当尊耶
45:15 他们要欢喜~被引导．他们要
48:11 应当~。〔城邑原文作女子〕
51: 8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的声音、
53: 6 那时雅各要~、以色列要欢喜
67: 4 愿万国都~欢呼．因为你必按
68: 3 然欢喜、在　神面前高兴~。
96:11 愿地~．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
97: 1 王．愿地~、愿众海岛欢喜。
97: 8 邑、〔原文作女子〕也都~。
149: 2 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
箴14:13 也忧愁．~至极、就生愁苦。
23:16 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
23:24 必大得~．人生智慧的儿子、
23:25 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
24:17 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

传 2:10 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
 7: 4 家．愚昧人的心、在~之家。
 8:15 我就称赞~、原来人在日光之
 8:15 莫强如吃喝~．因为他在日光
 9: 7 心中~喝你的酒．因为　神已
11: 8 就当~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
11: 9 你在幼年时当~．在幼年的日
歌 1: 4 我们必因你欢喜~．我们要称
赛 5:14 华、并~的人、都落在其中。
 9: 3 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
16:10 夺去了欢喜~．在葡萄园里、
22:13 人倒欢喜~、宰牛杀羊、吃肉
25: 9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
29:19 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
32:13 的城中、和一切~的房屋上．
35: 1 沙漠也必~．又像玫瑰开花。
35:10 他们必得着欢喜~、忧愁叹息
49:13 应当~．众山哪、应当发声歌
51: 3 ~、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51:11 他们必得着欢喜~、忧愁叹息
61:10 我的心靠　神~．因他以拯救
65:18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
65:19 因我的百姓~．其中必不再听
66:10 都要与他一同欢喜~．你们为
66:14 就心中~、你们的骨头必得滋
耶 7:34 欢喜和~的声音、新郎和新妇
15:16 是我心中的欢喜~．因我是称
16: 9 我必使欢喜和~的声音、新郎
25:10 我又要使欢喜和~的声音、新
31:13 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
33:11 必再听见有欢喜和~的声音、
48:33 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都被
50:11 你们因欢喜~、且像踹谷撒欢
51:39 好叫他们~、睡了长觉、永不
哀 4:21 只管欢喜~．苦杯也必传到你
 5:15 我们心中的~止息、跳舞变为
结21:10 我们岂可~么．罚我子的杖藐
36: 5 他们~满怀、心存恨恶、将我
何 9: 1 不要像外邦人欢喜~、因为你
珥 1:16 欢喜~不是从我们　神的殿中
 2:21 要欢喜~．因为耶和华行了大
 2:23 你们要~、为耶和华你们的

哈 1:15 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
番 3:14 冷的民哪、应当满心欢喜~。
亚 8:19 必变为犹大家欢喜~的日子、
太 5:12 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
25:21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
25:23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
路 1:14 你必欢喜~．有许多人因他出
12:19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吧。
15:23 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
15:24 失而又得的。他们就~起来。
15:29 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
15:32 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
约 4:36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
 8:56 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
徒 2:26 ~．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
 2:28 在你面前〕得着满足的~。』

林前 7:30 ~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
 7:30 要像不~、置买的、要像无有
12:26 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

林后 1:24 乃是帮助你们的~．因为你们
 2: 2 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呢。
 2: 3 应该叫我~的那些人、反倒叫
 2: 3 众人都以我的~为自己的快乐
 2: 3 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
 6:10 却是常常~的．似乎贫穷、却
 7: 4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
 8: 2 仍有满足的~、在极穷之间、

提后 1: 4 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
门 1: 7 大有~、大得安慰．因众圣徒
 1:20 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
来12:11 当时不觉得~、反觉得愁苦．
13:17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

彼前 4:13 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
彼后 2:13 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
启11:10 就为他们欢喜~、互相馈送礼
12:12 你们都~吧．只是地与海有祸
19: 7 我们要欢喜~、将荣耀归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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