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 聖經(100次)

新約(16次)
福音書(6)
歷史書(1)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1)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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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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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6) 希伯來書(2)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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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啟示錄(0)

律法書(15)
歷史書(11)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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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3) 民數記(1) 申命記(8)
舊約(84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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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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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2)
詩歌智慧書(35) 約伯記(3) 詩篇(12) 箴言(6) 傳道書(14) 雅歌(0)

創15:15 但你要~大壽數、平平安安的
23: 1 撒拉~壽一百二十七歲、這是
25:17 以實瑪利~壽一百三十七歲、
利26:34 你們的地荒涼要~受眾安息、
26:34 那時候地要歇息、~受安息。
26:43 就要~受安息．並且他們要服
民16:15 求你不要~受他們的供物、我
申 3:20 又使他們得~平安、與你們一
 6: 3 得以~福、人數極其增多、正
 6:18 使你可以~福、並可以進去、
 8:16 你、試驗你、叫你終久~福。
12:28 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永遠~福
22: 7 這樣你就可以~福、日子得以
25:19 得~平安、那時你要將亞瑪力
33:24 願亞設~受多子的福樂、得他
書 1:13 華你們的　神使你們得~平安
 1:15 像你們一樣得~平安、並且得
22: 4 使你們弟兄得~平安、現在可
得 3: 1 找個安身之處、使你~福麼．
撒上 2:32 在　神使以色列人~福的時候
代上29:28 ~受豐富、尊榮、就死了．他
代下14: 5 壇、和日像．那時國~太平。

20:30 得~太平．因為　神賜他四境
36:21 地~受安息、因為地土荒涼便
尼 9:36 賜給我們列祖~受其上的土產
斯 9:16 樣、就脫離仇敵、得~平安。
伯 3:17 止息攪擾、困乏人得~安息．
20:18 不得~用．〔原文作吞下〕不
21: 7 活、~大壽數、勢力強盛呢。
詩34:12 存活、愛慕長壽、得~美福．
41: 2 他必在地上~福．求你不要把
55: 6 鴿子、我就飛去、得~安息。
55:18 使我得~平安．因為與我相爭
68: 6 使被囚的出來~福．惟有悖逆
72: 3 都要因公義使民得~平安。
73: 3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平安、就
73:12 他們既是常~安逸、財寶便加
91:16 我要使他足~長壽、將我的救
94:13 得~平安．惟有惡人陷在所挖
107:37 栽葡萄園、得~所出的土產。
128: 2 來的．你要~福、事情順利。
箴 1:33 居住、得~安靜、不怕災禍。

 7:18 我們可以飽~愛情、直到早晨
11:10 義人~福、合城喜樂．惡人滅
13: 2 必~美福．奸詐人必遭強暴。
15:15 苦．心中歡暢的、常~豐筵。
31:31 願他~受操作所得的．願他的
傳 2: 1 你好~福．誰知、這也是虛空
 2:10 我沒有禁止不~受的．因我的
 2:24 且在勞碌中~福．我看這也是
 2:25 吃用、~福、誰能勝過我呢。
 3:13 在他一切勞碌中~福．這也是
 4: 6 得~安靜、強如滿了兩把、勞
 4: 8 不~福樂、到底是為誰呢．這
 5:18 ~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
 6: 3 心裏卻不得滿~福樂、又不得
 6: 5 覺．這胎、比那人倒~安息。
 6: 6 卻不~福、眾人豈不都歸一個
 7:15 倒~長壽．這都是我在虛度之
 8:12 倒~長久的年日．然而我準知
 8:15 從勞碌中、時常~受所得的。
賽 3:10 他必~福樂．因為要吃自己行
14: 3 作的苦工、得~安息的日子、
14: 7 息、~平靜．人皆發聲歡呼。
38:10 門．我餘剩的年歲不得~受。
54:13 教訓．你的兒女必大~平安。
55: 2 美物、得~肥甘、心中喜樂。
57: 2 他們得~〔原文作進入〕平安
65:22 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長久~用
66:12 你們要從中~受．〔原文作咂
耶23:17 你們必~平安．又對一切按自
30:10 雅各必回來得~平靖安逸、無
31: 2 我使他~安息的時候、他曾在
31: 5 栽種的人要~用所結的果子。
44:17 飽飯、~福樂、並不見災禍。
46:27 得~平靖安逸、無人使他害怕
48:11 常~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澄清
結16:49 大~安逸、並沒有扶助困苦和
但 4: 1 族的人說、願你們大~平安．
 6:25 的人、說、願你們大~平安．
 6:28 古列在位的時候、大~亨通。
 7:18 必要得國~受、直到永永遠遠
12:13 你必起來、~受你的福分。
亞 8:12 餘剩的民、~受這一切的福。

太11:29 樣、你們心裏就必得~安息。
25:21 可以進來~受你主人的快樂。
25:23 可以進來~受你主人的快樂。
路16:25 你該回想你生前~過福、拉撒
約 4:38 苦、你們~受他們所勞苦的。
17: 5 現在求你使我同你~榮耀、就
徒24: 3 我們因你得以大~太平、並且
羅 8:21 得~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8:21 自由的榮耀。〔~原文作入〕

提前 6:17 那厚賜百物給我們~受的　神
來 4: 8 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了安息
11:25 也不願暫時~受罪中之樂．
雅 5: 5 你們在世上~美福、好宴樂、
彼前 3:10 願~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

 5: 1 同~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
 5:10 得~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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