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来 圣经(115次)

新约(53次)
福音书(26)
历史书(9)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11)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7)
使徒行传(9)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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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4) 雅各书(0) 彼得前书(2)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0)

律法书(23)
历史书(18)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6)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5) 出埃及记(4)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1)
旧约(62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1) 诗篇(0) 箴言(2) 传道书(4) 雅歌(0)

创 6: 4 ~　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
10:18 马人、~迦南的诸族分散了。
12: 9 ~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15:14 我要惩罚~他们必带着许多财
16:15 ~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
20:12 同父异母、~作了我的妻子。
23: 3 ~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
30:21 ~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
37: 9 ~他又作了一梦、也告诉他的
38:30 ~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
39:10 ~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
41:13 ~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
42:35 ~他们倒口袋、不料各人的银
43:21 ~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
47:24 ~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
出 2: 3 ~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
 2:11 ~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
 5: 1 ~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
11: 6 前没有这样的、~也必没有。
民15:24 ~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作
17: 5 ~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
31: 2 ~要归到你列祖〔原文作本民
申21:14 ~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
书24: 4 ~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
士 1: 9 ~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
 2:10 ~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
 8:27 ~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邪
13:12 样待这孩子、他~当怎样呢。
13:24 ~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
16: 4 ~参孙在梭烈谷喜爱一个妇人
得 1: 3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撒上12: 8 ~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
撒下21:18 ~以色列人在歌伯与非利士人
王上 2: 8 ~却下约但河迎接我、我就指
王下14: 9 ~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
代上 2:23 ~基述人和亚兰人、夺了睚珥

18: 8 ~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
20: 4 ~、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

代下11:20 ~又娶押沙龙的女儿玛迦．〔
20:37 ~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施
25:18 ~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
伯42:12 耶和华~赐福给约伯、比先前

箴20:17 但~他的口、必充满尘沙。
28:23 ~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
传 1:11 来的世代、~的人也不记念。
 2:11 ~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4:16 在他~的人、尚且不喜悦他．
 9: 3 狂妄、~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赛41:23 要说明~的事、好叫我们知道
耶34:11 ~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
34:18 ~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
49: 6 ~我还要使被掳的亚扪人归回
结12:27 是关乎~许多的日子、所说的
28:15 全．~在你中间又察出不义。
但 2:29 你在床上想到~的事、那显明
 2:45 至大的　神把~必有的事给王
 7:24 ~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
 8:26 住、因为关乎~许多的日子。
10:14 因为这异象关乎~许多的日子
何 2:14 ~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
 3: 5 ~以色列人必归回、〔或作回
该 2: 9 这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
太 4: 2 他禁食四十昼夜、~就饿了。
13:22 ~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
13:23 ~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
20: 8 从~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20:12 那~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
20:14 我给那~的和给你一样、这是
21:32 见了、~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21:37 ~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
24:21 有这样的灾难、~也必没有。
26:64 ~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
27:64 那~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利害
可 4:19 ~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
12:13 ~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
13:19 有这样的灾难．~也必没有。
16:14 ~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
16:19 ~被接到天上、坐在　神的右
路16:22 ~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
18: 4 ~心里说、我虽不惧怕　神、
20:32 ~妇人也死了。
约 5:14 ~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
 6:71 徒里的一个、~要卖耶稣的。
 9:18 ~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

 9:35 ~遇见他、就说、你信　神的
13: 7 你如今不知道、~必明白。
13:33 ~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
13:36 不能跟我去．~却要跟我去．
徒 7:11 ~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
 7:15 ~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8:40 ~有人在亚锁都遇见腓利、他
12:19 ~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
13:21 ~他们求一个王、　神就将便
16:16 ~、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19: 9 ~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
22:17 ~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
23:30 ~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
罗11:35 是先给了他、使他~偿还呢。
林前15: 6 ~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
林后 7: 8 我~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

11: 9 ~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
11:12 ~还要作、为要断绝那些寻机
加 2:11 ~矶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
弗 2: 7 的恩慈、显明给~的世代看．
帖后 3: 4 们所吩咐的、~也必要遵行。
提前 1:16 给~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4: 1 在~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
来 2: 3 ~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4: 8 ~　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12:11 ~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
12:17 ~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

彼前 1:11 ~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
 5: 1 同享~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

彼后 2:20 ~又在其中被缠住制伏、他们
犹 1: 5 ~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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