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時 聖經(91次)

新約(18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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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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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16)
歷史書(5)

預言書(2)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3) 利未記(2) 民數記(7) 申命記(0)
舊約(73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1)
詩歌智慧書(35) 約伯記(7) 詩篇(25)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0)

創19:33 他~躺下、幾時起來、父親都
19:33 下、~起來、父親都不知道。
19:35 他~躺下、幾時起來、父親都
19:35 下、~起來、父親都不知道。
出10: 3 要到~呢、容我的百姓去、好
10: 7 要到~呢、容這些人去、事奉
16:28 我的誡命和律法、要到~呢。
利13:14 但紅肉~顯在他的身上、就幾
13:14 顯在他的身上、就~不潔淨。
民 9:17 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
 9:17 以色列人就~起行、雲彩在哪
 9:18 雲彩在帳幕上停住~、他們就
 9:18 上停住幾時、他們就住營~。
14:11 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呢、我在
14:11 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呢。
14:27 我忍耐他們要到~呢、以色列
書18: 3 你們耽延不去得、要到~呢．
撒上 1:14 你要醉到~呢、你不應該喝酒

16: 1 你為他悲傷要到~呢．你將膏
王上18:21 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呢．若耶
尼 2: 6 ~回來．我就定了日期．於是
伯 8: 2 這些話你要說到~．口中的言
 8: 2 口中的言語如狂風要到~呢。
18: 2 你尋索言語要到~呢．你可以
19: 2 用言語壓碎我、要到~呢。
39: 1 山巖間的野山羊~生產、你知
39: 2 麼．他們~生產你能曉得麼．
39:18 他~挺身展開翅膀、就嗤笑馬
詩 4: 2 要到~呢．你們喜愛虛妄、尋
 4: 2 找虛假、要到~呢。〔細拉〕
 6: 3 和華阿、你要到~才救我呢。
13: 1 你忘記我要到~呢．要到永遠
13: 1 麼．你掩面不顧我要到~呢．
13: 2 要到~呢．我的仇敵升高壓制
13: 2 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呢。
35:17 要到~呢．求你救我的靈魂、
41: 5 他~死、他的名才滅亡呢。
42: 2 生　神．我~得朝見　神呢。
62: 3 的牆、將倒的壁、要到~呢。
74: 9 也沒有人知道這災禍要到~呢
74:10 敵人辱罵要到~呢．仇敵褻瀆
79: 5 這到~呢．你要動怒到永遠麼

80: 4 百姓的禱告發怒、要到~呢．
82: 2 的情面、要到~呢。〔細拉〕
89:46 這要到~呢．你要將自己隱藏
89:46 的忿怒如火焚燒、要到~呢。
90:13 我們要等到~呢．求你轉回、
94: 3 惡人誇勝要到~呢、要到幾時
94: 3 誇勝要到幾時呢、要到~呢。
94: 8 們愚頑人、到~才有智慧呢．
101: 2 你~到我這裏來呢．我要存完
109:28 他們~起來、就必蒙羞．你的
119:84 你~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審判呢
箴 1:22 愚頑人恨惡知識、要到~呢。
 6: 9 你要睡到~呢．你何時睡醒呢
23:35 得、我~清醒、我仍去尋酒。
賽 6:11 這到~為止呢。他說、直到城
耶 4:14 惡念存在你心裏、要到~呢。
 4:21 大旗、聽見角聲、要到~呢。
12: 4 要到~呢．因其上居民的惡行
13:27 你不肯潔淨、還要到~呢。
23:26 知、他們這樣存心要到~呢。
31:22 你反來復去要到~呢．耶和華
47: 5 有．你用刀劃身、要到~呢。
47: 6 你到~才止息呢．你要入鞘、
但 8:13 色列的軍〕要到~才應驗呢。
12: 6 這奇異的事、到~才應驗呢。
何 8: 5 發作．他們到~方能無罪呢。
摩 8: 5 月朔~過去、我們好賣糧．安
 8: 5 安息日~過去、我們好擺開麥
哈 1: 2 要到~呢．我因強暴哀求你、
 2: 6 取人的當頭、要到~為止呢。
亞 1:12 十年．你不施憐憫要到~呢。
太17:17 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呢．我忍
17:17 我忍耐你們要到~呢．把他帶
可 9:19 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呢．我忍
 9:19 我忍耐你們要到~呢．把他帶
13:29 你們~看見這些事成就、也該
13:33 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來到
路 9:41 要到~呢．將你的兒子帶到這
17:20 　神的國~來到．耶穌回答說
約 6:25 說、拉比、是~到這裏來的。
10:24 你叫我們猶疑不定到~呢．你
徒27:14 不多~、狂風從島上撲下來、

林前16: 6 或者和你們同住~、或者也過
16: 7 我、我就指望和你們同住~。
16:12 願意去．~有了機會他必去。

林後 3:16 但他們的心~歸向主、帕子就
 3:16 時歸向主、帕子就~除去了。
啟 3: 3 我~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
 6:10 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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