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 圣经(100次)

新约(16次)
福音书(6)
历史书(1)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1)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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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享 xiǎng

普通书信(6) 希伯来书(2)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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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示录(0)

律法书(15)
历史书(11)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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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3) 民数记(1) 申命记(8)
旧约(84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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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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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2)
诗歌智慧书(35) 约伯记(3) 诗篇(12) 箴言(6) 传道书(14) 雅歌(0)

创15:15 但你要~大寿数、平平安安的
23: 1 撒拉~寿一百二十七岁、这是
25:17 以实玛利~寿一百三十七岁、
利26:34 你们的地荒凉要~受众安息、
26:34 那时候地要歇息、~受安息。
26:43 就要~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
民16:15 求你不要~受他们的供物、我
申 3:20 又使他们得~平安、与你们一
 6: 3 得以~福、人数极其增多、正
 6:18 使你可以~福、并可以进去、
 8:16 你、试验你、叫你终久~福。
12:28 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福
22: 7 这样你就可以~福、日子得以
25:19 得~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
33:24 愿亚设~受多子的福乐、得他
书 1:13 华你们的　神使你们得~平安
 1:15 像你们一样得~平安、并且得
22: 4 使你们弟兄得~平安、现在可
得 3: 1 找个安身之处、使你~福么．
撒上 2:32 在　神使以色列人~福的时候
代上29:28 ~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
代下14: 5 坛、和日像．那时国~太平。

20:30 得~太平．因为　神赐他四境
36:21 地~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
尼 9:36 赐给我们列祖~受其上的土产
斯 9:16 样、就脱离仇敌、得~平安。
伯 3:17 止息搅扰、困乏人得~安息．
20:18 不得~用．〔原文作吞下〕不
21: 7 活、~大寿数、势力强盛呢。
诗34:12 存活、爱慕长寿、得~美福．
41: 2 他必在地上~福．求你不要把
55: 6 鸽子、我就飞去、得~安息。
55:18 使我得~平安．因为与我相争
68: 6 使被囚的出来~福．惟有悖逆
72: 3 都要因公义使民得~平安。
73: 3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平安、就
73:12 他们既是常~安逸、财宝便加
91:16 我要使他足~长寿、将我的救
94:13 得~平安．惟有恶人陷在所挖
107:37 栽葡萄园、得~所出的土产。
128: 2 来的．你要~福、事情顺利。
箴 1:33 居住、得~安静、不怕灾祸。

 7:18 我们可以饱~爱情、直到早晨
11:10 义人~福、合城喜乐．恶人灭
13: 2 必~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
15:15 苦．心中欢畅的、常~丰筵。
31:31 愿他~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
传 2: 1 你好~福．谁知、这也是虚空
 2:10 我没有禁止不~受的．因我的
 2:24 且在劳碌中~福．我看这也是
 2:25 吃用、~福、谁能胜过我呢。
 3:13 在他一切劳碌中~福．这也是
 4: 6 得~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
 4: 8 不~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
 5:18 ~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
 6: 3 心里却不得满~福乐、又不得
 6: 5 觉．这胎、比那人倒~安息。
 6: 6 却不~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
 7:15 倒~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
 8:12 倒~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
 8:15 从劳碌中、时常~受所得的。
赛 3:10 他必~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
14: 3 作的苦工、得~安息的日子、
14: 7 息、~平静．人皆发声欢呼。
38:10 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受。
54:13 教训．你的儿女必大~平安。
55: 2 美物、得~肥甘、心中喜乐。
57: 2 他们得~〔原文作进入〕平安
65:22 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用
66:12 你们要从中~受．〔原文作咂
耶23:17 你们必~平安．又对一切按自
30:10 雅各必回来得~平靖安逸、无
31: 2 我使他~安息的时候、他曾在
31: 5 栽种的人要~用所结的果子。
44:17 饱饭、~福乐、并不见灾祸。
46:27 得~平靖安逸、无人使他害怕
48:11 常~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
结16:49 大~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
但 4: 1 族的人说、愿你们大~平安．
 6:25 的人、说、愿你们大~平安．
 6:28 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亨通。
 7:18 必要得国~受、直到永永远远
12:13 你必起来、~受你的福分。
亚 8:12 余剩的民、~受这一切的福。

太11:29 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
25:21 可以进来~受你主人的快乐。
25:23 可以进来~受你主人的快乐。
路16:25 你该回想你生前~过福、拉撒
约 4:38 苦、你们~受他们所劳苦的。
17: 5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荣耀、就
徒24: 3 我们因你得以大~太平、并且
罗 8:21 得~　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8:21 自由的荣耀。〔~原文作入〕

提前 6:17 那厚赐百物给我们~受的　神
来 4: 8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了安息
11:25 也不愿暂时~受罪中之乐．
雅 5: 5 你们在世上~美福、好宴乐、
彼前 3:10 愿~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出

 5: 1 同~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5:10 得~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享 xiǎng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