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 圣经(130次)

新约(32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9)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9)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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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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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5)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25)
历史书(16)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3) 出埃及记(3)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17)
旧约(98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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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3)
诗歌智慧书(32) 约伯记(3) 诗篇(15) 箴言(10) 传道书(4) 雅歌(0)

创26: 8 他在那里住了许~．有一天非
38:12 过了许~、犹大的妻子书亚的
46:29 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
出10:23 三天之~、人不能相见、谁也
13: 7 这七日之~、要吃无酵饼、在
20:12 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
利19:23 三年之~、你们要以这些果子
民20:15 我们在埃及~住、埃及人恶待
申 4:25 你们在那地住~了、生子生孙
 4:26 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必尽
 4:40 　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
 5:16 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
 5:33 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
 6: 2 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
 8:16 你、试验你、叫你终~享福。
11: 9 得以长~．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17:20 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
20:19 你若许~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
22: 7 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
25:15 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
28:58 至重至~的病、加在你和你后
30:18 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
30:20 你的日子长~、也在乎他．这
32:47 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
33:27 他永~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
书10:13 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
撒上 7: 2 约柜在基列耶琳许~．过了二

13:14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耶和
撒下 2:26 你岂不知终~必有苦楚么．你

 3: 1 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大
 7:19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远。
14: 2 要装作为死者许~悲哀的妇人
23: 7 和枪杆、终~他必被火焚烧。

王上18: 1 过了许~、到第三年、耶和华
代上17:17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远．

28: 7 他若恒~遵行我的诫命典章、
代下15: 3 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了．

21:19 他患此病缠绵日~、过了二年
30: 5 或作因为民许~没有照所写的
拉 4:13 课、纳税、终~王必受亏损．
尼 5:14 共十二年之~、我与我弟兄都
伯 8: 7 初虽然微小、终~必甚发达。

10:13 你心里．我知道你~有此意。
20:21 灭．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
诗 9:18 穷乏人必不永~被忘、困苦人
21: 4 就是日子长~、直到永远。
24: 7 永~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
24: 9 永~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
30: 5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一宿
49:12 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如同
72:17 要留传如日之~．人要因他蒙
74: 3 求你举步去看那日~荒凉之地
81:15 降、但他的百姓必永~长存。
89:29 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
95:10 四十年之~、我厌烦那世代、
103: 9 他不长~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119:152 ~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
120: 6 那恨恶和睦的人、许~同住。
143: 3 之处、像死了许~的人一样。
箴 3: 2 因为他必将长~的日子、生命
 5:11 终~你皮肉和身体消毁、你就
 8:18 我．恒~的财并公义也在我。
10:25 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
19:20 受训诲、使你终~有智慧。
19:23 他必恒~知足、不遭祸患。
20:21 速得的产业、终~却不为福。
23:31 终~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
28:16 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
29:21 这仆人终~必成了他的儿子。
传 8:12 倒享长~的年日．然而我准知
 8:12 前敬畏的人、终~必得福乐。
 8:13 也不得长~的年日．这年日好
11: 1 在水面、因为日~必能得着。
赛13:22 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
23:18 使他们吃饱、穿耐~的衣服。
26: 4 因为耶和华是永~的磐石。
42:14 我许~闭口不言、静默不语、
57:11 我不是许~闭口不言、你仍不
57:16 也不长~发怒．恐怕我所造的
58:12 必修造~已荒废之处．你要建
61: 4 他们必修造已~的荒场、建立
64: 5 这景况已~．我们还能得救么
65:22 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享用
耶 8: 5 为何恒~背道呢．他们守定诡

14:13 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的平安
15:18 为何长~不止呢．我的伤痕、
17:11 离开他、他终~成为愚顽人。
23:40 和长~的羞耻、临到你们、是
25: 9 并且永~荒凉．这是耶和华说
29:28 被掳的事必长~、你们要盖造
哀 3: 6 之处、像死了许~的人一样。
 5:20 记我们、为何许~离弃我们。
结26:20 同在地的深处~已荒凉之地居
29:11 过、四十年之~并无人居住。
36: 2 这永~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
38: 8 到以色列常~荒凉的山上．但
弥 6: 2 山岭和地永~的根基阿、要听
哈 3: 6 永~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
太25:19 过了许~、那些仆人的主人来
可15:44 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不久。
15:44 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
路 1:21 迦利亚、诧异他许~在殿里。
 8:27 这个人许~不穿衣服、不住房
18: 7 时、岂不终~给他们伸冤么。
20: 9 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
23: 8 ~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
约 5: 6 知道他病了许~、就问他说、
14: 9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你还
徒 1: 3 四十天之~向他们显现、讲说
 8:11 因他~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11:23 众人、立定心志、恒~靠主。
13:43 劝他们务要恒~在　神的恩中
19:10 这样有两年之~、叫一切住在
20:11 谈论许~、直到天亮、这才走
20:31 记念我三年之~、昼夜不住的
21:16 带我们到一个~为〔久为或作
21:16 ~为或作老〕门徒的家里、叫
罗11:22 只要你长~在他的恩慈里．不
11:23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不信、仍

林前13: 4 爱是恒~忍耐、又有恩慈．爱
提前 3:15 倘若我耽延日~、你也可以知
提后 3: 7 常学习、终~不能明白真道。

 3:13 必越~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
来 3: 9 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
 3:17 　神四十年之~、又厌烦谁呢
 6:15 亚伯拉罕既恒~忍耐、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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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
 7:24 祭司的职任、就长~不更换。

彼前 3: 4 以里面存着长~温柔安静的心
彼后 3:15 且要以我主长~忍耐为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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