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来 圣经(98次)

新约(54次)
福音书(20)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7)

马太福音(8)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8)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3)
罗马书(6) 哥林多前书(5)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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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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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2) 希伯来书(1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12)
历史书(4)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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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8)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44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1) 诗篇(2) 箴言(1) 传道书(6) 雅歌(0)

创25:23 于那族、~大的要服事小的。
27:33 为他祝福、他~也必蒙福。
30:32 ~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
35:11 ~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
37:20 我们且看他的梦~怎么样。
41:35 叫他们把~丰年一切的粮食聚
41:36 可以防备埃及地~的七个荒年
48:19 只是他的兄弟~比他还大、他
出13: 5 ~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
13:11 ~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
民10:32 ~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
申12: 8 正的事、你们~不可这样行．
撒上 8: 9 告诉他们~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王上 9: 8 ~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

19:17 ~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
代下 7:21 ~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
伯 5:25 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发达、你
诗39: 6 积蓄财宝、不知~有谁收取。
102:18 ~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
箴21:13 求的、他~呼吁也不蒙应允。
传 1:11 ~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3:15 ~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　神
 8: 7 他不知道~的事、因为将来如
 8: 7 因为~如何、谁能告诉他呢。
10:14 人却不知~有什么事．他身后
11: 2 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灾祸临
赛27: 6 ~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
41:22 指示我们~必遇的事、说明先
41:22 局、或者把~的事指示我们。
42:23 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呢。
45:11 ~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
57: 1 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的祸患
耶32:15 ~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
结16:16 这样的事~必没有、也必不再
但 2:29 的主、把~必有的事指示你．
 2:41 那国~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
10:12 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的事
何 1:10 ~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
 4: 9 ~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
 5: 9 列支派中、指示~必成的事。
弥 5: 2 ~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
亚 7:13 ~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

 8: 4 ~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
 8:20 ~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
太 2: 6 因为~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
 3: 7 谁指示你们逃避~的忿怒呢。
11:23 ~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
18:26 主阿、宽容我~我都要还清。
18:29 说、宽容我吧、~我必还清。
19:27 跟从你、~我们要得什么呢。
24: 2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
24: 5 因为~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可13: 2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
13: 6 ~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路 1:66 ~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
 3: 7 谁指示你们逃避~的忿怒呢。
10:15 升到天上么〕~必推下阴间。
13:24 ~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
16: 3 我~作什么．锄地呢、无力．
21: 6 ~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
21: 8 因为~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23:31 那枯干的树、~怎么样呢。
约16:13 来．并要把~的事告诉你们。
21:21 耶稣说、主阿、这人~如何。
徒 5:24 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如何。
24:25 和~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
26:22 知和摩西所说、~必成的事．
罗 4:24 也是为我们~得算为义之人写
 8:18 若比起~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8:38 的、是现在的事、是~的事、
 9:12 说、『~大的要服事小的。』
 9:26 ~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　神
15:12 ~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

林前 3: 8 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
 3:22 事、或~的事、全是你们的．
15:29 ~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
15:37 不是那~的形体、不过是子粒
15:49 形状、~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林后 1:10 并且我们指望他~还要救我们
 8:14 ~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
加 3:23 直圈到那~的真道显明出来。
帖前 1:10 那位救我们脱离~忿怒的耶稣
提前 6:19 预备~、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
提后 4: 1 并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

来 2: 5 我们所说~的世界、　神原没
 3: 5 忠、为要证明~必传说的事．
 9:11 作了~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
 9:28 ~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
10: 1 律法既是~美事的影儿、不是
11: 8 往~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
11:20 就指着~的事、给雅各以扫祝
11:22 提到以色列族~要出埃及、并
13:14 存的城、乃是寻求那~的城。
13:17 好像那~交帐的人．你们要使

彼后 2: 1 ~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
约壹 3: 2 ~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
启 1:19 并~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12: 5 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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