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望 聖經(96次)

新約(42次)
福音書(6)
歷史書(10)
保羅書信(19)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0)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5)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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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6)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0)
歷史書(3)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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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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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次)

以賽亞書(8)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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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28) 約伯記(15) 詩篇(4) 箴言(8) 傳道書(1) 雅歌(0)

得 1:12 我還有~、今夜有丈夫可以生
代上29:15 長存。〔或作沒有長存的~〕
拉10: 2 　神、然而以色列人還有~。
伯 5:16 貧寒的人有~、罪孽之輩必塞
 7: 6 梭更快、都消耗在無~之中。
 8:13 這樣．不虔敬人的~要滅沒．
11:18 你因有~、就必穩固．也必四
11:20 路可逃．他們的~就是氣絕。
13:15 我雖無~、然而我在他面前還
14: 7 還可~發芽、嫩枝生長不息、
14:19 塵土．你也照樣滅絕人的~。
17:15 我的~在哪裏呢．我所指望的
17:15 呢．我所~的、誰能看見呢。
17:16 這~必下到陰間的門閂那裏了
19:10 死亡．將我的~如樹拔出來．
27: 8 其命的時候、還有甚麼~呢。
31:24 我若以黃金為~、對精金說、
41: 9 人~捉拿他、是徒然的．一見
詩 9:18 困苦人的~、必不永遠落空。
39: 7 我等甚麼呢．我的~在乎你。
69:20 我~有人體恤、卻沒有一個．
69:20 我~有人安慰、卻找不著一個
箴10:28 喜樂．惡人的~、必至滅沒。
11: 7 他的~必滅絕．罪人的盼望、
11:23 好處．惡人的~、致干忿怒。
19:18 趁有~、管教你的兒子．你的
23:18 有善報．你的~也不至斷絕。
24:14 善報．你的~、也不至斷絕。
26:12 的人麼．愚昧人比他更有~。
29:20 的人麼．愚昧人比他更有~。
傳 9: 4 那人還有~．因為活著的狗、
賽 5: 2 ~結好葡萄、反倒結了野葡萄
 5: 4 我~結好葡萄、怎麼倒結了野
 5: 7 他~的是公平、誰知倒有暴虐
 5: 7 ~的是公義、誰知倒有冤聲。
59: 9 我們~光亮、卻是黑暗．指望
59: 9 是黑暗．~光明、卻行幽暗。
59:11 ~公平、卻是沒有．指望救恩
59:11 沒有．~救恩、卻遠離我們。
耶 8:15 我們~平安、卻得不著好處．
 8:15 ~痊癒的時候、不料、受了驚
14:19 我們~平安、卻得不著好處．

14:19 ~痊癒、不料、受了驚惶。
29:11 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
31:17 你末後必有~、你的兒女必回
哀 3:18 我在耶和華那裏、毫無~。
 3:21 我想起這事、心裏就有~。
 3:29 他當口貼塵埃、或者有~。
結13: 6 他們倒使人~那話必然立定。
19: 5 母獅見自己等候失了~、就從
37:11 我們的~失去了、我們滅絕淨
何 2:15 又賜他亞割谷作為~的門、他
哈 2: 9 高處搭窩、~免災的有禍了。
亞 9:12 你們被囚而有~的人、都要轉
路 3:15 百姓~基督來的時候、人都心
 5:15 來聽道、也~醫治他們的病．
 6:17 他講道、又~醫治他們的病．
 6:34 ~從他收回、有甚麼可酬謝的
 6:35 並要借給人不~償還．你們的
23: 8 他．並且~看他行一件神蹟。
徒 2:26 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中．
 3: 5 就留意看他們、~得著甚麼。
 5:15 ~彼得過來的時候、或者得他
16:19 見得利的~沒有了、便揪住保
24:26 腓力斯又~保羅送他銀錢、所
26: 6 是因為~　神向我們祖宗所應
26: 7 都~得著．王阿、我被猶太人
26: 7 被猶太人控告、就是因這~。
27:20 逼、我們得救的~就都絕了。
28:20 我原為以色列人所~的、被這
羅 4:18 他在無可~的時候、因信仍有
 4:18 因信仍有~、就得以作多國的
 8:21 受造之物仍然~脫離敗壞的轄
12:12 在~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

林前 9:10 因為耕種的當存著~去耕種．
 9:10 打場的也當存得糧的~去打場
15:19 只在今生有~、就算比眾人更
16: 7 我、我就~和你們同住幾時。
16:11 來．因我~他和弟兄們同來。

林後 1: 8 勝、甚至連活命的~都絕了．
 1:10 並且我們~他將來還要救我們
10:15 但~你們信心增長的時候、所
弗 1:18 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
 2:12 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沒有

 4: 4 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
腓 2:19 我靠主耶穌~快打發提摩太去
帖前 4:13 傷、像那些沒有~的人一樣。
提前 3:14 我~快到你那裏去、所以先將

 4:10 因我們的~在乎永生的　神．
來 6:11 使你們有滿足的~、一直到底
 6:18 持定擺在我們前頭~的人、可
 6:19 我們有這~如同靈魂的錨、又
 7:19 就引進了更美的~、靠這指望
 7:19 靠這~我們便可以進到　神面
10:23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不

約壹 3: 3 凡向他有這~的、就潔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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