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福 聖經(109次)

新約(50次)
福音書(34)
歷史書(1)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14)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8)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1)
羅馬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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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有福 yǒu fú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0) 雅各書(2) 彼得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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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律法書(4)
歷史書(2)

預言書(7)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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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59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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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先知書(8)
詩歌智慧書(42) 約伯記(2) 詩篇(28) 箴言(10) 傳道書(1) 雅歌(1)

創30:13 我~阿、眾女子都要稱我是有
30:13 眾女子都要稱我是~的．於是
30:13 名叫亞設。〔就是~的意思〕
申33:29 你是~的、誰像你這蒙耶和華
王上10: 8 前、聽你智慧的話、是~的。
代下 9: 7 前、聽你智慧的話、是~的。
伯 5:17 　神所懲治的人是~的．所以
29:11 就稱我~．眼睛看我的、便稱
詩 1: 2 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
 2:12 作。凡投靠他的、都是~的。
32: 1 遮蓋其罪的、這人是~的。
32: 2 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的。
33:12 那國是~的．他所揀選為自己
33:12 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的。
34: 8 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了。
40: 4 向虛假之輩的、這人便為~。
41: 1 眷顧貧窮的~了．他遭難的日
49:18 雖然自誇為~、（你若利己、
65: 4 這人便為~．我們必因你居所
72:17 要因他蒙福．萬國要稱他~。
84: 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他
84: 5 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
84:12 華阿、倚靠你的人、便為~。
89:15 那民是~的。耶和華阿、他們
94:12 用律法所教訓的人、是~的。
106: 3 常行公義的、這人便為~。
112: 1 喜愛他命令的、這人便為~。
119: 1 耶和華律法的、這人便為~。
119: 2 一心尋求他的、這人便為~。
127: 5 便為~．他們在城門口、和仇
128: 1 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
137: 8 像你待我們的、那人便為~。
137: 9 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
144:15 便為~．有耶和華為他們的
144:15 他們的　神、這百姓便為~。
146: 5 和華他　神的、這人便為~。
箴 3:13 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
 3:18 作生命樹．持定他的俱各~。
 8:32 因為謹守我道的、便為~。
 8:34 框旁邊等候的、那人便為~。
14:21 有罪．憐憫貧窮的、這人~。
16:20 處．倚靠耶和華的、便為~。

20: 7 的義人、他的子孫、是~的。
28:14 便為~．心存剛硬的、必陷在
29:18 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
31:28 他的兒女起來稱他~．他的丈
傳10:17 補力、不為酒醉、你就~了。
歌 6: 9 就稱他~．王后妃嬪見了、也
賽19:25 以色列我的產業、都~了。
30:18 　神．凡等候他的都是~的。
32:20 在各水邊撒種牧放牛驢的~了
56: 2 行、如此持守的人、便為~。
耶 4: 2 列國必因耶和華稱自己為~、
17: 7 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了。
結34:26 時雨落下．必~如甘霖而降。
但12:12 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為~。
亞 8:13 使人稱你們為~的．〔或作使
瑪 3:12 萬國必稱你們為~的、因你們
 3:15 如今我們稱狂傲的人為~．並
太 5: 3 虛心的人~了．因為天國是他
 5: 4 哀慟的人~了．因為他們必得
 5: 5 溫柔的人~了．因為他們必承
 5: 6 饑渴慕義的人~了．因為他們
 5: 7 憐恤人的人~了．因為他們必
 5: 8 清心的人~了．因為他們必得
 5: 9 使人和睦的人~了．因為他們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了．因為天
 5:11 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了。
11: 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了。
13:16 但你們的眼睛是~的、因為看
13:16 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也是~的
16:17 你是~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
24:46 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了。
路 1:42 你在婦女中是~的、你所懷的
 1:42 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的。
 1:45 這相信的女子是~的．因為主
 1:48 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
 6:20 你們貧窮的人~了．因為　神
 6:21 你們饑餓的人~了．因為你們
 6:21 你們哀哭的人~了．因為你們
 6:22 名、以為是惡、你們就~了。
 7:23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了。
10:23 們所看見的、那眼睛就~了．
11:27 懷你胎的和乳養你的~了。

11:28 不如聽　神之道而遵守的人~
12:37 那僕人就~了．我實在告訴你
12:38 見僕人這樣、那僕人就~了。
12:43 僕人這樣行、那僕人就~了。
14:13 瘸腿的、瞎眼的、你就~了．
14:15 說、在　神國裏吃飯的~了。
23:29 的、未曾乳養嬰孩的、~了。
約13:17 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了。
20:29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了。
徒20:35 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
羅 4: 6 蒙　神算為義的人是~的。
 4: 7 遮蓋其罪的、這人是~的。
 4: 8 算為有罪的、這人是~的。』
14:22 的事上、能不自責、就~了。
雅 1:12 忍受試探的人是~的．因為他
 5:11 我們稱他們是~的．你們聽見

彼前 3:14 也是~的．不要怕人的威嚇、
 4:14 便是~的．因為　神榮耀的靈
啟 1: 3 都是~的．因為日期近了。
14:13 在主裏面而死的人~了．聖靈
16:15 叫人見他羞恥的、~了。）
19: 9 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了。
20: 6 ~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
22: 7 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了。
22: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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