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樂 聖經(121次)

新約(34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2)
保羅書信(14)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8)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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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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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2)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3)

律法書(3)
歷史書(12)

預言書(3)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5)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87次)

以賽亞書(17)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1) 約珥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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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0)
詩歌智慧書(35) 約伯記(1) 詩篇(21) 箴言(5) 傳道書(7) 雅歌(1)

民10:10 在你們~的日子和節期、並月
申14:26 和華你　神的面前、吃喝~。
33:18 薩迦阿、在你帳棚裏可以~。

撒上 2: 1 我的心因耶和華~．我的角因
25:36 拿八~大醉．亞比該無論大小

王上 4:20 海邊的沙那樣多．都吃喝~。
代上16:31 願地~．願人在列邦中說、耶
代下20:27 使他們戰勝仇敵、就歡喜~。
尼 8:12 大大~、因為他們明白所教訓
 9:25 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
斯 1:10 亞哈隨魯王飲酒心中~、就吩
 5: 9 那日哈曼心中~、歡歡喜喜地
 8:15 書珊城的人民、都歡呼~。
 8:16 猶大人有光榮歡喜~而得尊貴
 8:17 猶大人都歡喜~、設擺筵宴、
伯 3:22 他們尋見墳墓就~、極其歡喜
詩 2:11 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
 4: 7 你使我心裏~、勝過那豐收五
 9: 2 我要因你歡喜~．至高者阿、
13: 5 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
14: 7 那時雅各要~、以色列要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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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又使他在你面前歡喜~。
32:11 你們義人應當靠耶和華歡喜~
35: 9 我的心必靠耶和華~、靠他的
35:27 歡呼~．願他們常說、當尊耶
45:15 他們要歡喜~被引導．他們要
48:11 應當~。〔城邑原文作女子〕
51: 8 求你使我得聽歡喜~的聲音、
53: 6 那時雅各要~、以色列要歡喜
67: 4 願萬國都~歡呼．因為你必按
68: 3 然歡喜、在　神面前高興~。
96:11 願地~．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
97: 1 王．願地~、願眾海島歡喜。
97: 8 邑、〔原文作女子〕也都~。
149: 2 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
箴14:13 也憂愁．~至極、就生愁苦。
23:16 說正直話、我的心腸也必~。
23:24 必大得~．人生智慧的兒子、
23:25 要使父母歡喜．使生你的~。
24:17 歡喜．他傾倒、你心不要~。

傳 2:10 因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
 7: 4 家．愚昧人的心、在~之家。
 8:15 我就稱讚~、原來人在日光之
 8:15 莫強如吃喝~．因為他在日光
 9: 7 心中~喝你的酒．因為　神已
11: 8 就當~多年．然而也當想到黑
11: 9 你在幼年時當~．在幼年的日
歌 1: 4 我們必因你歡喜~．我們要稱
賽 5:14 華、並~的人、都落在其中。
 9: 3 歡喜、像人分擄物那樣的~。
16:10 奪去了歡喜~．在葡萄園裏、
22:13 人倒歡喜~、宰牛殺羊、吃肉
25: 9 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
29:19 窮的、必因以色列的聖者~。
32:13 的城中、和一切~的房屋上．
35: 1 沙漠也必~．又像玫瑰開花。
35:10 他們必得著歡喜~、憂愁歎息
49:13 應當~．眾山哪、應當發聲歌
51: 3 ~、感謝、和歌唱的聲音。
51:11 他們必得著歡喜~、憂愁歎息
61:10 我的心靠　神~．因他以拯救
65:18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
65:19 因我的百姓~．其中必不再聽
66:10 都要與他一同歡喜~．你們為
66:14 就心中~、你們的骨頭必得滋
耶 7:34 歡喜和~的聲音、新郎和新婦
15:16 是我心中的歡喜~．因我是稱
16: 9 我必使歡喜和~的聲音、新郎
25:10 我又要使歡喜和~的聲音、新
31:13 他們、使他們的愁煩轉為~。
33:11 必再聽見有歡喜和~的聲音、
48:33 肥田和摩押地的歡喜~、都被
50:11 你們因歡喜~、且像踹穀撒歡
51:39 好叫他們~、睡了長覺、永不
哀 4:21 只管歡喜~．苦杯也必傳到你
 5:15 我們心中的~止息、跳舞變為
結21:10 我們豈可~麼．罰我子的杖藐
36: 5 他們~滿懷、心存恨惡、將我
何 9: 1 不要像外邦人歡喜~、因為你
珥 1:16 歡喜~不是從我們　神的殿中
 2:21 要歡喜~．因為耶和華行了大
 2:23 你們要~、為耶和華你們的

哈 1:15 聚集他們．因此、他歡喜~．
番 3:14 冷的民哪、應當滿心歡喜~。
亞 8:19 必變為猶大家歡喜~的日子、
太 5:12 應當歡喜~．因為你們在天上
25:21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
25:23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
路 1:14 你必歡喜~．有許多人因他出
12:19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吧。
15:23 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
15:24 失而又得的。他們就~起來。
15:29 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
15:32 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
約 4:36 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
 8:56 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
徒 2:26 ~．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
 2:28 在你面前〕得著滿足的~。』

林前 7:30 ~的、要像不快樂、置買的、
 7:30 要像不~、置買的、要像無有
12:26 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

林後 1:24 乃是幫助你們的~．因為你們
 2: 2 愁的人以外、誰能叫我~呢。
 2: 3 應該叫我~的那些人、反倒叫
 2: 3 眾人都以我的~為自己的快樂
 2: 3 眾人都以我的快樂為自己的~
 6:10 卻是常常~的．似乎貧窮、卻
 7: 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
 8: 2 仍有滿足的~、在極窮之間、

提後 1: 4 的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
門 1: 7 大有~、大得安慰．因眾聖徒
 1:20 望你使我在主裏因你得~．〔
來12:11 當時不覺得~、反覺得愁苦．
13:17 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

彼前 4:13 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
彼後 2:13 坐席、就以自己的詭詐為~．
啟11:10 就為他們歡喜~、互相餽送禮
12:12 你們都~吧．只是地與海有禍
19: 7 我們要歡喜~、將榮耀歸給他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快樂 kuài le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