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 聖經(130次)

新約(32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9)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9)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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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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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5)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25)
歷史書(16)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3) 出埃及記(3)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17)
舊約(98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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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3)
詩歌智慧書(32) 約伯記(3) 詩篇(15) 箴言(10) 傳道書(4) 雅歌(0)

創26: 8 他在那裏住了許~．有一天非
38:12 過了許~、猶大的妻子書亞的
46:29 在父親的頸項上、哭了許~。
出10:23 三天之~、人不能相見、誰也
13: 7 這七日之~、要吃無酵餅、在
20:12 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
利19:23 三年之~、你們要以這些果子
民20:15 我們在埃及~住、埃及人惡待
申 4:25 你們在那地住~了、生子生孫
 4:26 你們不能在那地上長~、必盡
 4:40 　神所賜的地上、得以長~。
 5:16 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
 5:33 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長~。
 6: 2 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
 8:16 你、試驗你、叫你終~享福。
11: 9 得以長~．那是流奶與蜜之地
17:20 在以色列中在國位上年長日~
20:19 你若許~圍困攻打所要取的一
22: 7 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長~。
25:15 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長~。
28:58 至重至~的病、加在你和你後
30:18 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長~。
30:20 你的日子長~、也在乎他．這
32:47 上、必因這事日子得以長~。
33:27 他永~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
書10:13 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
撒上 7: 2 約櫃在基列耶琳許~．過了二

13:14 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耶和
撒下 2:26 你豈不知終~必有苦楚麼．你

 3: 1 掃羅家和大衛家爭戰許~．大
 7:19 又應許你僕人的家至於~遠。
14: 2 要裝作為死者許~悲哀的婦人
23: 7 和槍桿、終~他必被火焚燒。

王上18: 1 過了許~、到第三年、耶和華
代上17:17 又應許你僕人的家至於~遠．

28: 7 他若恆~遵行我的誡命典章、
代下15: 3 也沒有律法、已經好~了．

21:19 他患此病纏綿日~、過了二年
30: 5 或作因為民許~沒有照所寫的
拉 4:13 課、納稅、終~王必受虧損．
尼 5:14 共十二年之~、我與我弟兄都
伯 8: 7 初雖然微小、終~必甚發達。

10:13 你心裏．我知道你~有此意。
20:21 滅．所以他的福樂不能長~。
詩 9:18 窮乏人必不永~被忘、困苦人
21: 4 就是日子長~、直到永遠。
24: 7 永~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
24: 9 永~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
30: 5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一宿
49:12 但人居尊貴中不能長~、如同
72:17 要留傳如日之~．人要因他蒙
74: 3 求你舉步去看那日~荒涼之地
81:15 降、但他的百姓必永~長存。
89:29 遠、使他的寶座、如天之~。
95:10 四十年之~、我厭煩那世代、
103: 9 他不長~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119:152 ~已知道是你永遠立定的。
120: 6 那恨惡和睦的人、許~同住。
143: 3 之處、像死了許~的人一樣。
箴 3: 2 因為他必將長~的日子、生命
 5:11 終~你皮肉和身體消毀、你就
 8:18 我．恆~的財並公義也在我。
10:25 無有．義人的根基卻是永~。
19:20 受訓誨、使你終~有智慧。
19:23 他必恆~知足、不遭禍患。
20:21 速得的產業、終~卻不為福。
23:31 終~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
28:16 貪財為可恨的、必年長日~。
29:21 這僕人終~必成了他的兒子。
傳 8:12 倒享長~的年日．然而我準知
 8:12 前敬畏的人、終~必得福樂。
 8:13 也不得長~的年日．這年日好
11: 1 在水面、因為日~必能得著。
賽13:22 臨近、他的日子、必不長~。
23:18 使他們吃飽、穿耐~的衣服。
26: 4 因為耶和華是永~的磐石。
42:14 我許~閉口不言、靜默不語、
57:11 我不是許~閉口不言、你仍不
57:16 也不長~發怒．恐怕我所造的
58:12 必修造~已荒廢之處．你要建
61: 4 他們必修造已~的荒場、建立
64: 5 這景況已~．我們還能得救麼
65:22 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長~享用
耶 8: 5 為何恆~背道呢．他們守定詭

14:13 要在這地方賜你們長~的平安
15:18 為何長~不止呢．我的傷痕、
17:11 離開他、他終~成為愚頑人。
23:40 和長~的羞恥、臨到你們、是
25: 9 並且永~荒涼．這是耶和華說
29:28 被擄的事必長~、你們要蓋造
哀 3: 6 之處、像死了許~的人一樣。
 5:20 記我們、為何許~離棄我們。
結26:20 同在地的深處~已荒涼之地居
29:11 過、四十年之~並無人居住。
36: 2 這永~的山岡、都歸我們為業
38: 8 到以色列常~荒涼的山上．但
彌 6: 2 山嶺和地永~的根基阿、要聽
哈 3: 6 永~的山崩裂、長存的嶺塌陷
太25:19 過了許~、那些僕人的主人來
可15:44 長來、問他耶穌死了~不久。
15:44 長來、問他耶穌死了久不~。
路 1:21 迦利亞、詫異他許~在殿裏。
 8:27 這個人許~不穿衣服、不住房
18: 7 時、豈不終~給他們伸冤麼。
20: 9 園戶、就往外國去住了許~。
23: 8 ~已想要見他．並且指望看他
約 5: 6 知道他病了許~、就問他說、
14: 9 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你還
徒 1: 3 四十天之~向他們顯現、講說
 8:11 因他~用邪術、使他們驚奇。
11:23 眾人、立定心志、恆~靠主。
13:43 勸他們務要恆~在　神的恩中
19:10 這樣有兩年之~、叫一切住在
20:11 談論許~、直到天亮、這才走
20:31 記念我三年之~、晝夜不住的
21:16 帶我們到一個~為〔久為或作
21:16 ~為或作老〕門徒的家裏、叫
羅11:22 只要你長~在他的恩慈裏．不
11:23 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不信、仍

林前13: 4 愛是恆~忍耐、又有恩慈．愛
提前 3:15 倘若我耽延日~、你也可以知
提後 3: 7 常學習、終~不能明白真道。

 3:13 必越~越惡、他欺哄人也被人
來 3: 9 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
 3:17 　神四十年之~、又厭煩誰呢
 6:15 亞伯拉罕既恆~忍耐、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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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是因為有死阻隔不能長~．
 7:24 祭司的職任、就長~不更換。

彼前 3: 4 以裏面存著長~溫柔安靜的心
彼後 3:15 且要以我主長~忍耐為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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