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樂 聖經(137次)

新約(52次)
福音書(13)
歷史書(3)
保羅書信(25)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2)
使徒行傳(3)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2) 歌羅西書(0) 
帖撒羅尼迦前書(6)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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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1) 希伯來書(2) 雅各書(3)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1) 約翰叁書(2)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0)
歷史書(1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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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85次)

以賽亞書(16)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0) 何西阿書(1) 約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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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2)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1)
詩歌智慧書(43) 約伯記(2) 詩篇(14) 箴言(15) 傳道書(10) 雅歌(2)

士 9:13 神和人~的新酒、飄颻在眾樹
王上 8:66 就都心中~、各歸各家去了。
代上16:27 面前．有能力和~在他聖所。
代下 7:10 就都心中~、各歸各家去了。

29:36 希西家和眾民都~、是因　神
30:21 大大~、守除酵節七日．利未
30:25 以及猶大寄居的人、盡都~。
30:26 在耶路撒冷大有~、自從以色
30:26 在耶路撒冷沒有這樣的~。
尼 8:10 耶和華而得的~是你們的力量
 8:17 有這樣行．於是眾人大大~。
伯20: 5 不敬虔人的~不過轉眼之間麼
22:26 你就要以全能者為~、向　神
詩 5:11 願他們~、時常歡呼、因為你
13: 4 得我的敵人在我搖動的時候~
16:11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在你右
30:11 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
34: 2 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
43: 4 到我最~的　神那裏．　神阿
45: 7 用~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69:32 就~．尋求　神的人、願你們
90:14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
90:15 我們遭難的年歲、叫我們~。
97:11 義人．預備~、是為正直人。
119:24 是我所~的、是我的謀士。
119:35 的命令．因為這是我所~的。
137: 6 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的
箴10:28 必得~．惡人的指望、必至滅
11:10 合城~．惡人滅亡、人都歡呼
12:20 詭詐．勸人和睦的、便得~。
14:10 知道．心裏的~、外人無干。
15:13 心中~、面帶笑容．心裏憂愁
15:20 智慧子使父親~．愚昧人藐視
15:23 自覺~．話合其時、何等美好
15:30 眼有光使心~．好信息使骨滋
17:21 愁苦．愚頑人的父、毫無~。
17:22 ~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
21:15 使義人~、使作孽的人敗壞。
29: 2 民就~．惡人掌權、民就歎息
29: 3 使父親~．與妓女結交的、卻
29: 6 自陷網羅．惟獨義人歡呼~。
29:17 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裏~。

傳 2: 1 我以~試試你、你好享福．誰
 2: 2 狂妄．論~說、有何功效呢。
 2:26 和~．惟有罪人、　神使他勞
 3:12 道世人、莫強如終身~行善。
 3:22 莫強如在他經營的事上~．因
 5:19 在他勞碌中~．這乃是　神的
 5:20 因為　神應他的心使他~。
 7: 3 因為面帶愁容終必使心~。
 7:14 你當~．遭患難的日子、你當
12: 1 我毫無~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
歌 3:11 心中~的時候、他母親給他戴
 7: 6 好．何其可悅。使人歡暢~．
賽 9: 3 加增他們的~．他們在你面前
14:29 不要因擊打你的杖折斷就~．
24:11 一切~變為昏暗．地上的歡樂
30:29 並且心中~、像人吹笛、上耶
32:14 作野驢所~的、為羊群的草場
41:16 你倒要以耶和華為~、以以色
43:14 逃民、都坐自己~的船下來。
55: 2 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
56: 7 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他
58:13 在我聖日不以操作為~、稱安
58:13 稱安息日為可~的、稱耶和華
60:15 永遠的榮華、成為累代的~。
61: 3 ~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
61: 7 分中所得的~、必代替所受的
66: 5 使我們得見你們的~．但蒙羞
66:11 的榮耀、猶如擠奶、滿心~。
耶11:15 殿中作甚麼呢．你作惡就~。
49:25 我所~可稱讚的城、為何被撇
哀 1:21 因你作這事他們都~。你必使
結35:15 樣因以色列家的地業荒涼而~
但 6:23 王就甚~、吩咐人將但以理從
何 7: 3 使君王歡喜、說謊使首領~。
珥 1:12 都枯乾．眾人的~盡都消滅。
拿 4: 6 楚．約拿因這棵蓖麻大大~。
哈 3:18 和華歡欣、因救我的　神~。
番 3:17 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默
 3:17 默然愛你、且因你~而歡呼。
該 1: 8 我就因此~、且得榮耀．這是
亞 9: 9 應當大大~．耶路撒冷的民哪
10: 7 活．他們的心必因耶和華~。

瑪 3:12 因你們的地必成為~之地。
路 1:14 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
約 3:29 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甚~
 3:29 甚喜樂．故此我這~滿足了。
14:28 就必~、因為父是比我大的。
15:11 是要叫我的~、存在你們心裏
15:11 裏、並叫你們的~可以滿足。
16:20 世人倒要~．你們將要憂愁、
16:20 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
16:22 你們的心就~了．這喜樂、也
16:22 了．這~、也沒有人能奪去。
16:24 得著、叫你們的~可以滿足。
17:13 是叫他們心裏充滿我的~。
20:20 們看．門徒看見主、就~了。
徒13:52 門徒滿心~、又被聖靈充滿。
14:17 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
16:34 家、因為信了　神、都很~。
羅12:12 在指望中要~．在患難中要忍
12:15 與~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
14:17 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
15:13 將諸般的~平安、充滿你們的

林後12:10 為可~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
13:11 願弟兄們都~．要作完全人．
加 5:22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腓 1:25 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
 2: 2 的意念、使我的~可以滿足。
 2:17 也是~．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
 2:17 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
 2:18 你們也要照樣~、並且與我一
 2:18 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
 2:28 就可以~、我也可以少些憂愁
 3: 1 你們要靠主~。我把這話再寫
 4: 1 你們就是我的~、我的冠冕．
 4: 4 你們要靠主常常~．我再說、
 4: 4 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
 4:10 我靠主大大的~、因為你們思

帖前 1: 6 蒙了聖靈所賜的~、領受真道
 2:19 我們的盼望和~、並所誇的冠
 2:20 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
 3: 9 因著你們甚是~、為這一切喜
 3: 9 為這一切~、可用何等的感謝
 5:16 要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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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 9 用~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12: 2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就輕看
雅 1: 2 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
 1: 9 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該~．
 5:13 告。有~的呢、他就該歌頌。

彼前 1: 6 你們是大有~、但如今、在百
 1: 8 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

約壹 1: 4 有古卷作我們〕的~充足。
約貳 1:12 當面談論、使你們的~滿足。
約參 1: 3 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

 1: 4 我的~就沒有比這個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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