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要 聖經(102次)

新約(69次)
福音書(50)
歷史書(7)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15) 馬可福音(7) 路加福音(19) 約翰福音(9)
使徒行傳(7)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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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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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2)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4)

律法書(9)
歷史書(6)

預言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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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5)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3)
舊約(33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0) 何西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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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3) 詩篇(8)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5: 5 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如此。
19:14 娶了或作~娶〕說、你們起來
25:32 我~死、這長子的名分於我有
38:27 他瑪~生產、不料他腹裏是一
49:29 我~歸到我列祖〔原文作本民
民 4:15 ~起營的時候、亞倫和他兒子
申 5:25 現在這大火~燒滅我們、我們
20: 2 你們~上陣的時候、祭司要到
20: 3 你們今日~與仇敵爭戰、不要
士13: 8 指教我們怎樣待這~生的孩子
撒上 4:20 ~死的時候、旁邊站著的婦人
王上14: 3 他、他必告訴你兒子~怎樣。
王下19: 3 就如婦人~生產嬰孩、卻沒有
尼 5: 5 現在我們~使兒女作人的僕婢
斯 9: 1 王的諭旨~舉行、就是猶大人
伯 4: 4 你的言語曾扶助那~跌倒的人
 6:14 那~灰心、離棄全能者、不敬
29:13 ~滅亡的為我祝福。我也使寡
詩22:31 必來把他的公義傳給~生的民
24: 7 被舉起．那榮耀的王~進來。
24: 9 頭抬起．那榮耀的王~進來。
37:13 因見他受罰的日子~來到。
78: 6 使~生的後代子孫、可以曉得
79:11 大能力、存留那些~死的人。
102:20 人的歎息．要釋放~死的人．
137: 8 ~被滅的巴比倫城阿、〔城原
賽27:13 在亞述地~滅亡的、並在埃及
30:13 好像~破裂凸出來的高牆、頃
37: 3 就如婦人~生產嬰孩、卻沒有
56: 1 救恩臨近、我的公義~顯現。
哀 2:12 ~喪命、對母親說、穀酒在哪
但 2:13 哲士~見殺、人就尋找但以理
 7:17 個大獸就是四王~在世上興起
太 1:21 他~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
10:39 ~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
10:39 我失喪生命的、~得著生命。
11: 3 那~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
11:23 或作你~升到天上麼〕將來必
14:30 ~沉下去、便喊著說、主阿、
17:12 人子也~這樣受他們的害。
17:22 徒說、人子~被交在人手裏．
19:30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在後、在

19:30 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在前。
20:16 那在後的~在前、在前的將要
20:16 在前的~在後了。〔有古卷在
20:22 我~喝的杯、你們能喝麼．他
24:24 ~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
26: 2 人子~被交給人、釘在十字架
可 9:31 人子~被交在人手裏、他們要
10:31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在後、在
10:31 將要在後、在後的、~在前。
10:32 把自己~遭遇的事、告訴他們
10:33 人子~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
11:10 那~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
13:22 ~起來、顯神蹟奇事．倘若能
路 1:15 他在主面前~為大、淡酒濃酒
 6:21 因為你們~飽足。你們哀哭的
 6:21 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喜笑。
 6:25 因為你們~饑餓。你們喜笑的
 6:25 禍了．因為你們~哀慟哭泣。
 7:19 那~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
 7:20 那~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
 9:31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成的事。
 9:44 因為人子~被交在人手裏。
10:15 或作你~升到天上麼〕將來必
12: 3 ~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內室附
12: 3 所說的、~在房上被人宣揚。
12:52 一家五個人~分爭、三個人和
12:55 就說、~燥熱．也就有了。
13:30 只是有在後的~在前．有在前
13:30 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在後。
17:23 人~對你們說、看哪、在那裏
18:32 他~被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
21:26 人想起那~臨到世界的事、就
約 1:50 麼．你~看見比這更大的事。
 1:51 你們~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
11:51 所以預言耶穌~替這一國死。
12: 4 就是那~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12:33 話原是指著自己~怎樣死說的
16:20 你們~痛哭、哀號、世人倒要
16:20 你們~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
18: 4 耶穌知道~臨到自己的一切事
18:32 所說、自己~怎樣死的話了。
徒 3: 3 他看見彼得約翰~進殿、就求

 3:18 預言基督~受害、就這樣應驗
12: 6 希律~提他出來的前一夜、彼
20: 3 ~坐船往敘利亞去．猶太人設
21:37 ~帶他進營樓、保羅對千夫長
23:27 ~殺害、我得知他是羅馬人、
26:16 和我~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
羅 4:18 所說、『你的後裔~如此。』
15:21 ~看見．未曾聽過的、將要明
15:21 見．未曾聽過的、~明白。』

林前 2: 6 世上有權有位~敗亡之人的智
 7:31 因為這世界的樣子~過去了。
來 1:14 奉差遣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
 8: 5 正如摩西~造帳幕的時候、蒙

彼前 4: 5 他們必在那~審判活人死人的
啟 2:10 你~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
 3: 2 堅固那剩下~衰微的．〔衰微
12: 4 龍就站在那~生產的婦人面前
17: 8 ~從無底坑裏上來、又要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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