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 聖經(102次)

新約(55次)
福音書(27)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10)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7)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7)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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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末 mò

普通書信(10) 希伯來書(2) 雅各書(1)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7)

律法書(13)
歷史書(4)

預言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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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8)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3)
舊約(47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9)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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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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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詩歌智慧書(2) 約伯記(1)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0)

出26: 4 在這相連的幔子~幅邊上、要
26: 4 在那相連的幔子~幅邊上、也
26:10 在這相連的幔子~幅邊上、要
26:10 在那相連的幔子~幅邊上、也
36:11 在這相連的幔子~幅邊上、作
36:11 在那相連的幔子~幅邊上、也
36:17 在這相連的幔子~幅邊上、作
36:17 在那相連的幔子~幅邊上、也
民 2:31 名．要歸本纛作~隊往前行。
10:25 在諸營~後的是但營的纛、按
申14:28 每逢三年的~一年、你要將本
15: 1 每逢七年~一年、你要施行豁
31:10 每逢七年的~一年、就在豁免
得 3:10 你~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
撒下23: 1 以下是大衛~了的話。耶西的
拉 8:13 就是~尾的、他們的名字是以
尼 8:18 直到~一天、以斯拉每日念
伯19:25 主活著、~了必站立在地上．
傳10:13 他話的~尾、是奸惡的狂妄。
賽 2: 2 ~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
 9: 1 ~後卻使這沿海的路、約但河
41: 4 是首先的、也與~後的同在。
44: 6 我是~後的、除我以外、再沒
46:10 我從起初指明~後的事、從古
48:12 我是首先的、也是~後的。
耶 1: 3 西亞的兒子西底家在位的~年
23:20 ~後的日子你們要全然明白。
29:11 意念、要叫你們~後有指望。
30:24 了．~後的日子你們要明白。
31:17 你~後必有指望、你的兒女必
48:47 到~後、我還要使被擄的摩押
49:39 到~後、我還要使被擄的以攔
50:12 他要列在諸國之~、成為曠野
50:17 ~後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將
結38: 8 到~後之年、你必來到脫離刀
38:16 ~後的日子、我必帶你來攻擊
但 4: 8 ~後那照我神的名、稱為伯提
 8:17 因為這是關乎~後的異象。
 8:19 因為這是關乎~後的定期。
 8:23 這四國~時、犯法的人罪惡滿
11:35 直到~了、因為到了定期、事
11:40 到~了、南方王要與他交戰、

12: 4 直到~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
12: 9 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時。
12:13 到了~期、你必起來、享受你
何 3: 5 在~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
彌 4: 1 ~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
太12:45 那人~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
13:39 是世界的~了．收割的人就、
13:40 燒．世界的~了、也要如此。
13:49 世界的~了、也要這樣．天使
22:27 ~後、婦人也死了。
24: 3 你降臨和世界的~了、有甚麼
24: 6 須有的．只是~期還沒有到。
24:14 民作見證、然後~期才來到。
26:60 實據。~後有兩個人前來說、
28:20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了。
可 9:35 他必作眾人~後的、作眾人的
12: 6 ~後又打發他去、意思說、他
12:22 孩子．~了、那婦人也死了。
13: 7 須有的、只是~期還沒有到．
路 9:56 有五十五節首句五十六節~句
11: 4 脫離凶惡。〔有古卷無~句〕
11:26 那人~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
14: 9 就羞羞慚慚的退到~位上去了
14:10 就去坐在~位上、好叫那請你
21: 9 有．只是~期不能立時就到。
約 6:39 不失落、在~日卻叫他復活。
 6:40 並且在~日我要叫他復活。
 6:44 來的、在~日我要叫他復活。
 6:54 永生．在~日我要叫他復活。
 7:37 節期的~日、就是最大之日、
11:24 我知道在~日復活的時候、他
12:48 所講的道、在~日要審判他。
徒 2:17 在~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
林前 4: 9 　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後

10:11 正是警戒我們這~世的人。
15: 8 ~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
15:24 再後~期到了、那時、基督既
15:26 儘~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
15:45 ~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15:52 號筒~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

林後13:11 還有~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
弗 6:10 我還有~了的話、你們要靠著

提後 3: 1 ~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來 1: 2 就在這~世、藉著他兒子曉諭
 9:26 但如今在這~世顯現一次、把
雅 5: 3 你們在這~世、只知積儹錢財
彼前 1: 5 預備、到~世要顯現的救恩。

 1:20 卻在這~世、才為你們顯現．
彼後 2:20 他們~後的景況、就比先前更

 3: 3 該知道在~世必有好譏誚的人
約壹 2:18 如今是~時了．你們曾聽見說

 2:18 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時了
猶 1:18 ~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
啟 1: 8 法俄梅戛乃希臘字母首~二字
 1:17 我是首先的、我是~後的、
 2: 8 的、~後的、死過又活的說、
 2:19 又知道你~後所行的善事、比
15: 1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了的七災
21: 9 盛滿~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
22:13 我是~後的、我是初、我是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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