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时 圣经(91次)

新约(18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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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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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16)
历史书(5)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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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3) 利未记(2) 民数记(7) 申命记(0)
旧约(73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35) 约伯记(7) 诗篇(25)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0)

创19:33 他~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
19:33 下、~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19:35 他~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
19:35 下、~起来、父亲都不知道。
出10: 3 要到~呢、容我的百姓去、好
10: 7 要到~呢、容这些人去、事奉
16:28 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呢。
利13:14 但红肉~显在他的身上、就几
13:14 显在他的身上、就~不洁净。
民 9:17 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
 9:17 以色列人就~起行、云彩在哪
 9:18 云彩在帐幕上停住~、他们就
 9:18 上停住几时、他们就住营~。
14:11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呢、我在
14:11 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呢。
14:27 我忍耐他们要到~呢、以色列
书18: 3 你们耽延不去得、要到~呢．
撒上 1:14 你要醉到~呢、你不应该喝酒

16: 1 你为他悲伤要到~呢．你将膏
王上18:21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呢．若耶
尼 2: 6 ~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
伯 8: 2 这些话你要说到~．口中的言
 8: 2 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呢。
18: 2 你寻索言语要到~呢．你可以
19: 2 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呢。
39: 1 山岩间的野山羊~生产、你知
39: 2 么．他们~生产你能晓得么．
39:18 他~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
诗 4: 2 要到~呢．你们喜爱虚妄、寻
 4: 2 找虚假、要到~呢。〔细拉〕
 6: 3 和华阿、你要到~才救我呢。
13: 1 你忘记我要到~呢．要到永远
13: 1 么．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呢．
13: 2 要到~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
13: 2 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呢。
35:17 要到~呢．求你救我的灵魂、
41: 5 他~死、他的名才灭亡呢。
42: 2 生　神．我~得朝见　神呢。
62: 3 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呢。
74: 9 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呢
74:10 敌人辱骂要到~呢．仇敌亵渎
79: 5 这到~呢．你要动怒到永远么

80: 4 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呢．
82: 2 的情面、要到~呢。〔细拉〕
89:46 这要到~呢．你要将自己隐藏
89:46 的忿怒如火焚烧、要到~呢。
90:13 我们要等到~呢．求你转回、
94: 3 恶人夸胜要到~呢、要到几时
94: 3 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呢。
94: 8 们愚顽人、到~才有智慧呢．
101: 2 你~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
109:28 他们~起来、就必蒙羞．你的
119:84 你~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
箴 1:22 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呢。
 6: 9 你要睡到~呢．你何时睡醒呢
23:35 得、我~清醒、我仍去寻酒。
赛 6:11 这到~为止呢。他说、直到城
耶 4:14 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呢。
 4:21 大旗、听见角声、要到~呢。
12: 4 要到~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
13:27 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呢。
23:26 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呢。
31:22 你反来复去要到~呢．耶和华
47: 5 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呢。
47: 6 你到~才止息呢．你要入鞘、
但 8:13 色列的军〕要到~才应验呢。
12: 6 这奇异的事、到~才应验呢。
何 8: 5 发作．他们到~方能无罪呢。
摩 8: 5 月朔~过去、我们好卖粮．安
 8: 5 安息日~过去、我们好摆开麦
哈 1: 2 要到~呢．我因强暴哀求你、
 2: 6 取人的当头、要到~为止呢。
亚 1:12 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呢。
太17:17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呢．我忍
17:17 我忍耐你们要到~呢．把他带
可 9:19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呢．我忍
 9:19 我忍耐你们要到~呢．把他带
13:29 你们~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
13:33 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来到
路 9:41 要到~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
17:20 　神的国~来到．耶稣回答说
约 6:25 说、拉比、是~到这里来的。
10:24 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呢．你
徒27:14 不多~、狂风从岛上扑下来、

林前16: 6 或者和你们同住~、或者也过
16: 7 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
16:12 愿意去．~有了机会他必去。

林后 3:16 但他们的心~归向主、帕子就
 3:16 时归向主、帕子就~除去了。
启 3: 3 我~临到、你也决不能知道。
 6:10 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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