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來 聖經(115次)

新約(53次)
福音書(26)
歷史書(9)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11)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7)
使徒行傳(9)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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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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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希伯來書(4) 雅各書(0)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0)

律法書(23)
歷史書(18)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6)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3)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5) 出埃及記(4) 利未記(0) 民數記(3) 申命記(1)
舊約(62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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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1)
詩歌智慧書(7) 約伯記(1) 詩篇(0) 箴言(2) 傳道書(4) 雅歌(0)

創 6: 4 ~　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
10:18 馬人、~迦南的諸族分散了。
12: 9 ~亞伯蘭又漸漸遷往南地去。
15:14 我要懲罰~他們必帶著許多財
16:15 ~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
20:12 同父異母、~作了我的妻子。
23: 3 ~亞伯拉罕從死人面前起來、
30:21 ~又生了一個女兒、給他起名
37: 9 ~他又作了一夢、也告訴他的
38:30 ~他兄弟那手上有紅線的、也
39:10 ~他天天和約瑟說、約瑟卻不
41:13 ~正如他給我們圓解的成就了
42:35 ~他們倒口袋、不料各人的銀
43:21 ~到了住宿的地方、我們打開
47:24 ~打糧食的時候、你們要把五
出 2: 3 ~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
 2:11 ~摩西長大、他出去到他弟兄
 5: 1 ~摩西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
11: 6 前沒有這樣的、~也必沒有。
民15:24 ~全會眾就要將一隻公牛犢作
17: 5 ~我所揀選的那人、他的杖必
31: 2 ~要歸到你列祖〔原文作本民
申21:14 ~你若不喜悅他、就要由他隨
書24: 4 ~雅各和他的子孫下到埃及去
士 1: 9 ~猶大人下去、與住山地南地
 2:10 ~有別的世代興起、不知道耶
 8:27 ~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邪
13:12 樣待這孩子、他~當怎樣呢。
13:24 ~婦人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
16: 4 ~參孫在梭烈谷喜愛一個婦人
得 1: 3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撒上12: 8 ~你們列祖呼求耶和華、耶和
撒下21:18 ~以色列人在歌伯與非利士人
王上 2: 8 ~卻下約但河迎接我、我就指
王下14: 9 ~利巴嫩有一個野獸經過、把
代上 2:23 ~基述人和亞蘭人、奪了睚珥

18: 8 ~所羅門用此製造銅海、銅柱
20: 4 ~、以色列人在基色與非利士

代下11:20 ~又娶押沙龍的女兒瑪迦．〔
20:37 ~那船果然破壞、不能往他施
25:18 ~利巴嫩有一個野獸經過、把
伯42:12 耶和華~賜福給約伯、比先前

箴20:17 但~他的口、必充滿塵沙。
28:23 ~蒙人喜悅、多於那用舌頭諂
傳 1:11 來的世代、~的人也不記念。
 2:11 ~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
 4:16 在他~的人、尚且不喜悅他．
 9: 3 狂妄、~就歸死人那裏去了。
賽41:23 要說明~的事、好叫我們知道
耶34:11 ~卻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
34:18 ~又違背我的約、不遵行這約
49: 6 ~我還要使被擄的亞捫人歸回
結12:27 是關乎~許多的日子、所說的
28:15 全．~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
但 2:29 你在床上想到~的事、那顯明
 2:45 至大的　神把~必有的事給王
 7:24 ~又興起一王、與先前的不同
 8:26 住、因為關乎~許多的日子。
10:14 因為這異象關乎~許多的日子
何 2:14 ~我必勸導他、領他到曠野、
 3: 5 ~以色列人必歸回、〔或作回
該 2: 9 這殿~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
太 4: 2 他禁食四十晝夜、~就餓了。
13:22 ~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
13:23 ~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
20: 8 從~的起、到先來的為止。
20:12 那~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
20:14 我給那~的和給你一樣、這是
21:32 見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
21:37 ~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
24:21 有這樣的災難、~也必沒有。
26:64 ~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
27:64 那~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利害
可 4:19 ~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
12:13 ~他們打發幾個法利賽人和幾
13:19 有這樣的災難．~也必沒有。
16:14 ~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
16:19 ~被接到天上、坐在　神的右
路16:22 ~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
18: 4 ~心裏說、我雖不懼怕　神、
20:32 ~婦人也死了。
約 5:14 ~耶穌在殿裏遇見他、對他說
 6:71 徒裏的一個、~要賣耶穌的。
 9:18 ~能看見的、等到叫了他的父

 9:35 ~遇見他、就說、你信　神的
13: 7 你如今不知道、~必明白。
13:33 ~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
13:36 不能跟我去．~卻要跟我去．
徒 7:11 ~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饑荒、
 7:15 ~他和我們的祖宗都死在那裏
 8:40 ~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
12:19 ~希律離開猶太、下該撒利亞
13:21 ~他們求一個王、　神就將便
16:16 ~、我們往那禱告的地方去．
19: 9 ~有些人、心裏剛硬不信、在
22:17 ~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裏禱
23:30 ~有人把要害他的計謀告訴我
羅11:35 是先給了他、使他~償還呢。
林前15: 6 ~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
林後 7: 8 我~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

11: 9 ~也必謹守、總不至於累著你
11:12 ~還要作、為要斷絕那些尋機
加 2:11 ~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
弗 2: 7 的恩慈、顯明給~的世代看．
帖後 3: 4 們所吩咐的、~也必要遵行。
提前 1:16 給~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4: 1 在~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
來 2: 3 ~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4: 8 ~　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
12:11 ~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
12:17 ~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

彼前 1:11 ~得榮耀、是指著甚麼時候、
 5: 1 同享~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

彼後 2:20 ~又在其中被纏住制伏、他們
猶 1: 5 ~就把那些不信的滅絕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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