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候 聖經(124次)

新約(35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1)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4)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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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2)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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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8) 希伯來書(4)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1)

律法書(6)
歷史書(18)

預言書(1)

約書亞記(2) 士師記(2)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2)

創世紀(3)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0)
舊約(89次)

以賽亞書(15)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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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4)
詩歌智慧書(35) 約伯記(10) 詩篇(23)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22: 5 你們和驢在此~、我與童子往
43:25 ~約瑟晌午來、因為他們聽見
49:18 和華阿、我向來~你的救恩。
出15:16 ~你的百姓過去、等候你所贖
15:16 過去、~你所贖的百姓過去。
民 9: 8 你們暫且~、我可以去聽耶和
書 3: 1 但河、就住在那裏、~過河。
 4:13 到耶利哥的平原、~上陣。
士 9:25 ~亞比米勒．凡從他們那裏經
 9:34 分作四隊、埋伏~示劍人。
得 3:18 你只管安坐~、看這事怎樣成
撒上10: 8 你要~七日、等我到了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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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下17:17 瑪斯在隱羅結那裏~不敢進城
王上20:38 眼、改換面目、在路旁~王．

22:27 不足、~我平平安安的回來．
王下 2: 2 你可以在這裏~．以利沙說、

 2: 4 你可以在這裏~．以利沙說、
 2: 6 你可以在這裏~．以利沙說、
 2:18 ~他們回到他那裏．他對他們

代下18:26 不足、~我平平安安地回來。
斯 3:14 告各族、使他們預備~那日．
 8:13 使猶大人預備~那日、在仇敵
伯 6:11 使我~．我有甚麼結局、使我
 6:19 客旅瞻望、示巴同夥的人~。
15:22 從黑暗中轉回．他被刀劍~。
18:12 餓衰敗、禍患要在他旁邊~。
24:15 姦夫~黃昏、說、必無眼能見
29:21 我而仰望、靜默~我的指教。
32: 4 就~他們、因為他們比自己年
32:11 那時我~你們的話側耳聽你們
32:16 站住不再回答、仍舊~呢。
35:14 的案件在他面前、你~他吧。
詩10: 8 他在村莊埋伏~．他在隱密處
25: 3 凡~你的必不羞愧．惟有那無
25: 5 是救我的　神．我終日~你。
25:21 全正直保守我、因為我~你。
27:14 要~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
27:14 的心．我再說、要~耶和華。
33:20 我們的心向來~耶和華．他是
37: 7 耐性~他．不要因那道路通達

37: 9 惟有~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
37:34 你當~耶和華、遵守他的道、
40: 1 我曾耐性~耶和華．他垂聽我
56: 6 探我的腳蹤、~要害我的命。
62: 1 專~　神．我的救恩是從他而
62: 5 專~　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
65: 1 都~讚美你、所許的願、也要
68:12 在家~的婦女、分受所奪的。
69: 3 乾．我因~　神、眼睛失明。
69: 6 求你叫那~你的、不要因我蒙
130: 5 我~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
130: 5 我的心~．我也仰望他的話。
130: 6 我的心~主、勝於守夜的等候
130: 6 勝於守夜的~天亮、勝於守夜
130: 6 候天亮、勝於守夜的~天亮。
箴 8:34 在我門框旁邊~的、那人便為
20:22 要~耶和華、他必拯救你。
賽 8:17 我要~那掩面不顧雅各家的耶
25: 9 我們素來~他、他必拯救我們
25: 9 我們素來~他、我們必因他的
26: 8 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你．
29: 9 你們~驚奇吧．你們宴樂昏迷
30:18 耶和華必然~、要施恩給你們
30:18 　神．凡~他的都是有福的。
33: 2 我們~你．求你每早晨作我們
40:31 但那~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42: 4 立公理．海島都~他的訓誨。
49:23 耶和華、~我的必不至羞愧。
50: 2 為何無人~呢．我呼喚的時候
51: 5 海島都要~我、倚賴我的膀臂
60: 9 眾海島必~我、首先是他施的
64: 4 以外有甚麼神為~他的人行事
耶 3: 2 你坐在道旁~、好像亞拉伯人
12: 3 的羊、叫他們~殺戮的日子。
14:22 所以我們仍要~你、因為這一
哀 3:25 凡~耶和華、心裏尋求他的、
 3:26 靜默~他的救恩、這原是好的
 4:19 我們、在曠野埋伏、~我們。
結19: 5 母獅見自己~失了指望、就從
但 2: 9 要~時勢改變。現在你們要將
12:13 你且去~結局、因為你必安歇
何12: 6 愛、公平、常常~你的　神。

彌 5: 7 仗賴人力、也不~世人之功。
 7: 7 要~那救我的　神．我的　神
哈 2: 3 還要~．因為必然臨到、不再
 3:16 我只可安靜~災難之日臨到、
番 3: 8 你們要~我、直到我興起擄掠
太11: 3 是你麼、還是我們~別人呢。
26:38 你們在這裏~、和我一同儆醒
可14:34 要死．你們在這裏、~儆醒。
15:43 也是~　神國的．他放膽進去
路 1:21 百姓~撒迦利亞、詫異他許久
 7:19 是你麼。還是我們~別人呢。
 7:20 是你麼．還是我們~別人呢。
 8:40 人迎接他、因為他們都~他。
12:36 自己好像僕人~主人、從婚姻
24:49 你們要在城裏~、直到你們領
約 5: 3 人。〔有古卷在此有~水動〕
徒 1: 4 要~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
10:24 請了他的親屬密友、~他們。
17:16 保羅在雅典~他們的時候、看
20: 5 這些人先走在特羅亞~我們。
羅 8:19 切望~　神的眾子顯出來。
 8:23 ~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
 8:25 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

林前 1: 7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加 3:19 ~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並且
 5: 5 憑著信心、~所盼望的義。
弗 4:30 的印記、~得贖的日子來到。
腓 3:20 並且~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
帖前 1:10 ~他兒子從天降臨、就是他從
多 2:13 ~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
 2:13 並~至大的　神、和〔或作無
來 9:28 將來要向那~他的人第二次顯
10:13 從此~他仇敵成了他的腳凳。
10:27 惟有戰懼~審判和那燒滅眾敵
11:10 因為他~那座有根基的城、就
雅 5: 7 農夫忍耐~地裏寶貴的出產、
彼後 2: 4 獄、交在黑暗坑中、~審判．

 2: 9 在刑罰之下、~審判的日子．
猶 1: 6 留在黑暗裏、~大日的審判。
啟21: 2 就如新婦妝飾整齊、~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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