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候 圣经(124次)

新约(35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1)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4)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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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4)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1)

律法书(6)
历史书(18)

预言书(1)

约书亚记(2) 士师记(2)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2)

创世纪(3)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89次)

以赛亚书(15)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2)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4)
诗歌智慧书(35) 约伯记(10) 诗篇(23)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22: 5 你们和驴在此~、我与童子往
43:25 ~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
49:18 和华阿、我向来~你的救恩。
出15:16 ~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
15:16 过去、~你所赎的百姓过去。
民 9: 8 你们暂且~、我可以去听耶和
书 3: 1 但河、就住在那里、~过河。
 4:13 到耶利哥的平原、~上阵。
士 9:25 ~亚比米勒．凡从他们那里经
 9:34 分作四队、埋伏~示剑人。
得 3:18 你只管安坐~、看这事怎样成
撒上10: 8 你要~七日、等我到了那里、

20:19 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
21: 2 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我

撒下17:17 玛斯在隐罗结那里~不敢进城
王上20:38 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王．

22:27 不足、~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王下 2: 2 你可以在这里~．以利沙说、

 2: 4 你可以在这里~．以利沙说、
 2: 6 你可以在这里~．以利沙说、
 2:18 ~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

代下18:26 不足、~我平平安安地回来。
斯 3:14 告各族、使他们预备~那日．
 8:13 使犹大人预备~那日、在仇敌
伯 6:11 使我~．我有什么结局、使我
 6:19 客旅瞻望、示巴同伙的人~。
15:22 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
18:12 饿衰败、祸患要在他旁边~。
24:15 奸夫~黄昏、说、必无眼能见
29:21 我而仰望、静默~我的指教。
32: 4 就~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
32:11 那时我~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
32:16 站住不再回答、仍旧~呢。
35:14 的案件在他面前、你~他吧。
诗10: 8 他在村庄埋伏~．他在隐密处
25: 3 凡~你的必不羞愧．惟有那无
25: 5 是救我的　神．我终日~你。
25:21 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你。
27:14 要~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
27:14 的心．我再说、要~耶和华。
33:20 我们的心向来~耶和华．他是
37: 7 耐性~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

37: 9 惟有~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37:34 你当~耶和华、遵守他的道、
40: 1 我曾耐性~耶和华．他垂听我
56: 6 探我的脚踪、~要害我的命。
62: 1 专~　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
62: 5 专~　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
65: 1 都~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
68:12 在家~的妇女、分受所夺的。
69: 3 干．我因~　神、眼睛失明。
69: 6 求你叫那~你的、不要因我蒙
130: 5 我~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
130: 5 我的心~．我也仰望他的话。
130: 6 我的心~主、胜于守夜的等候
130: 6 胜于守夜的~天亮、胜于守夜
130: 6 候天亮、胜于守夜的~天亮。
箴 8:34 在我门框旁边~的、那人便为
20:22 要~耶和华、他必拯救你。
赛 8:17 我要~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
25: 9 我们素来~他、他必拯救我们
25: 9 我们素来~他、我们必因他的
26: 8 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你．
29: 9 你们~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
30:18 耶和华必然~、要施恩给你们
30:18 　神．凡~他的都是有福的。
33: 2 我们~你．求你每早晨作我们
40:31 但那~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
42: 4 立公理．海岛都~他的训诲。
49:23 耶和华、~我的必不至羞愧。
50: 2 为何无人~呢．我呼唤的时候
51: 5 海岛都要~我、倚赖我的膀臂
60: 9 众海岛必~我、首先是他施的
64: 4 以外有什么神为~他的人行事
耶 3: 2 你坐在道旁~、好像亚拉伯人
12: 3 的羊、叫他们~杀戮的日子。
14:22 所以我们仍要~你、因为这一
哀 3:25 凡~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
 3:26 静默~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4:19 我们、在旷野埋伏、~我们。
结19: 5 母狮见自己~失了指望、就从
但 2: 9 要~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
12:13 你且去~结局、因为你必安歇
何12: 6 爱、公平、常常~你的　神。

弥 5: 7 仗赖人力、也不~世人之功。
 7: 7 要~那救我的　神．我的　神
哈 2: 3 还要~．因为必然临到、不再
 3:16 我只可安静~灾难之日临到、
番 3: 8 你们要~我、直到我兴起掳掠
太11: 3 是你么、还是我们~别人呢。
26:38 你们在这里~、和我一同儆醒
可14:34 要死．你们在这里、~儆醒。
15:43 也是~　神国的．他放胆进去
路 1:21 百姓~撒迦利亚、诧异他许久
 7:19 是你么。还是我们~别人呢。
 7:20 是你么．还是我们~别人呢。
 8:40 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他。
12:36 自己好像仆人~主人、从婚姻
24:49 你们要在城里~、直到你们领
约 5: 3 人。〔有古卷在此有~水动〕
徒 1: 4 要~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
10:24 请了他的亲属密友、~他们。
17:16 保罗在雅典~他们的时候、看
20: 5 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我们。
罗 8:19 切望~　神的众子显出来。
 8:23 ~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
 8:25 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

林前 1: 7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加 3:19 ~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
 5: 5 凭着信心、~所盼望的义。
弗 4:30 的印记、~得赎的日子来到。
腓 3:20 并且~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帖前 1:10 ~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
多 2:13 ~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
 2:13 并~至大的　神、和〔或作无
来 9:28 将来要向那~他的人第二次显
10:13 从此~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10:27 惟有战惧~审判和那烧灭众敌
11:10 因为他~那座有根基的城、就
雅 5: 7 农夫忍耐~地里宝贵的出产、
彼后 2: 4 狱、交在黑暗坑中、~审判．

 2: 9 在刑罚之下、~审判的日子．
犹 1: 6 留在黑暗里、~大日的审判。
启21: 2 就如新妇妆饰整齐、~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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