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要 圣经(102次)

新约(69次)
福音书(50)
历史书(7)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15) 马可福音(7) 路加福音(19) 约翰福音(9)
使徒行传(7)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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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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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4)

律法书(9)
历史书(6)

预言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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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5)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3)
旧约(33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0) 何西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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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3) 诗篇(8)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5: 5 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如此。
19:14 娶了或作~娶〕说、你们起来
25:32 我~死、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
38:27 他玛~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
49:29 我~归到我列祖〔原文作本民
民 4:15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
申 5:25 现在这大火~烧灭我们、我们
20: 2 你们~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
20: 3 你们今日~与仇敌争战、不要
士13: 8 指教我们怎样待这~生的孩子
撒上 4:20 ~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
王上14: 3 他、他必告诉你儿子~怎样。
王下19: 3 就如妇人~生产婴孩、却没有
尼 5: 5 现在我们~使儿女作人的仆婢
斯 9: 1 王的谕旨~举行、就是犹大人
伯 4: 4 你的言语曾扶助那~跌倒的人
 6:14 那~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
29:13 ~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
诗22:31 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生的民
24: 7 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进来。
24: 9 头抬起．那荣耀的王~进来。
37:13 因见他受罚的日子~来到。
78: 6 使~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
79:11 大能力、存留那些~死的人。
102:20 人的叹息．要释放~死的人．
137: 8 ~被灭的巴比伦城阿、〔城原
赛27:13 在亚述地~灭亡的、并在埃及
30:13 好像~破裂凸出来的高墙、顷
37: 3 就如妇人~生产婴孩、却没有
56: 1 救恩临近、我的公义~显现。
哀 2:12 ~丧命、对母亲说、谷酒在哪
但 2:13 哲士~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
 7:17 个大兽就是四王~在世上兴起
太 1:21 他~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
10:39 ~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
10:39 我失丧生命的、~得着生命。
11: 3 那~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
11:23 或作你~升到天上么〕将来必
14:30 ~沉下去、便喊着说、主阿、
17:12 人子也~这样受他们的害。
17:22 徒说、人子~被交在人手里．
19:30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在后、在

19:30 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在前。
20:16 那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将要
20:16 在前的~在后了。〔有古卷在
20:22 我~喝的杯、你们能喝么．他
24:24 ~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
26: 2 人子~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
可 9:31 人子~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
10:31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在后、在
10:31 将要在后、在后的、~在前。
10:32 把自己~遭遇的事、告诉他们
10:33 人子~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11:10 那~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
13:22 ~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
路 1:15 他在主面前~为大、淡酒浓酒
 6:21 因为你们~饱足。你们哀哭的
 6:21 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喜笑。
 6:25 因为你们~饥饿。你们喜笑的
 6:25 祸了．因为你们~哀恸哭泣。
 7:19 那~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
 7:20 那~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
 9:31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成的事。
 9:44 因为人子~被交在人手里。
10:15 或作你~升到天上么〕将来必
12: 3 ~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
12: 3 所说的、~在房上被人宣扬。
12:52 一家五个人~分争、三个人和
12:55 就说、~燥热．也就有了。
13:30 只是有在后的~在前．有在前
13:30 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在后。
17:23 人~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
18:32 他~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
21:26 人想起那~临到世界的事、就
约 1:50 么．你~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1:51 你们~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
11:51 所以预言耶稣~替这一国死。
12: 4 就是那~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12:33 话原是指着自己~怎样死说的
16:20 你们~痛哭、哀号、世人倒要
16:20 你们~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
18: 4 耶稣知道~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18:32 所说、自己~怎样死的话了。
徒 3: 3 他看见彼得约翰~进殿、就求

 3:18 预言基督~受害、就这样应验
12: 6 希律~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
20: 3 ~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
21:37 ~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
23:27 ~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26:16 和我~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罗 4:18 所说、『你的后裔~如此。』
15:21 ~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
15:21 见．未曾听过的、~明白。』

林前 2: 6 世上有权有位~败亡之人的智
 7:31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过去了。
来 1:14 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
 8: 5 正如摩西~造帐幕的时候、蒙

彼前 4: 5 他们必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
启 2:10 你~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
 3: 2 坚固那剩下~衰微的．〔衰微
12: 4 龙就站在那~生产的妇人面前
17: 8 ~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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