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布甲尼撒 聖經(93次)

新約(0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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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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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0)
歷史書(18)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6)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5)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1)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93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3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32)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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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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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詩歌智慧書(0) 約伯記(0)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王下24: 1 年間巴比倫王~上到猶大約雅
24:10 巴比倫王~的軍兵、上到耶路
24:11 候、巴比倫王~就親自來了。
25: 1 巴比倫王~率領全軍來攻擊耶
25: 8 巴比倫王~十九年、五月初七
25:22 就是巴比倫王~所剩下的、巴

代上 6:15 當耶和華藉~的手、擄掠猶大
代下36: 6 巴比倫王~上來攻擊他、用銅

36: 7 ~又將耶和華殿裏的器皿帶到
36:10 ~差遣人、將約雅斤和耶和華
36:13 ~曾使他指著　神起誓、他卻
拉 1: 7 這器皿是~從耶路撒冷掠來、
 2: 1 巴比倫王~、從前擄到巴比倫
 5:12 在迦勒底人巴比倫王~的手中
 5:14 就是~從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
 6: 5 就是~從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
尼 7: 6 巴比倫王~從前擄去猶大省的
斯 2: 6 從前巴比倫王~將猶大王耶哥
耶21: 2 因為巴比倫王~來攻擊我們、
21: 7 都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和
22:25 就是巴比倫王~、和迦勒底人
24: 1 巴比倫王~、將猶大王約雅敬
25: 1 就是巴比倫王~的元年、耶和
25: 9 我僕人巴比倫王~來攻擊這地
27: 6 都交給我僕人巴比倫王~的手
27: 8 不肯服事這巴比倫王~、也不
27:20 就是巴比倫王~擄掠猶大王約
28: 3 要將巴比倫王~從這地掠到巴
28:11 折斷巴比倫王~的軛．於是先
28:14 使他們服事巴比倫王~、他們
29: 1 就是~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
29: 3 底家打發往巴比倫去見~王的
29:21 將他們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
32: 1 就是~十八年、耶和華的話臨
32:28 和巴比倫王~的手、他必攻取
34: 1 巴比倫王~率領他的全軍、和
35:11 巴比倫王~上此地來、我們因
37: 1 是巴比倫王~立在猶大地作王
39: 1 巴比倫王~率領全軍來圍困耶
39: 5 巴比倫王~那裏．尼布甲尼撒
39: 5 布甲尼撒那裏．~就審判他。
39:11 巴比倫王~提到耶利米、囑咐

43:10 我必召我的僕人巴比倫王~來
44:30 索其命的巴比倫王~手中一樣
46: 2 是巴比倫王~在猶大王約西亞
46:13 論到巴比倫王~要來攻擊埃及
46:18 ~〔原文作他〕來的勢派必像
46:26 和巴比倫王~與他臣僕的手．
49:28 論巴比倫王~所攻打的基達、
49:30 因為巴比倫王~設計謀害你們
50:17 後是巴比倫王~將他的骨頭折
51:34 巴比倫王~吞滅我、壓碎我、
52: 4 巴比倫王~率領全軍來攻擊耶
52:12 巴比倫王~十九年、五月初十
52:28 ~所擄的民數、記在下面．在
52:29 ~十八年從耶路撒冷擄去八百
52:30 ~二十三年、護衛長尼布撒拉
結26: 7 我必使諸王之王的巴比倫王~
29:18 巴比倫王~、使他的軍兵大大
29:19 我必將埃及地賜給巴比倫王~
30:10 我必藉巴比倫王~的手、除滅
但 1: 1 巴比倫王~來到耶路撒冷、將
 1:18 ~王預定帶進少年人來的日期
 2: 1 ~在位第二年、他作了夢、心
 2:28 指示~王．你的夢、和你在床
 2:46 當時~王、俯伏在地、向但以
 3: 1 ~王造了一個金像、高六十肘
 3: 2 ~王差人將總督、欽差、巡撫
 3: 2 為~王所立的像、行開光之禮
 3: 3 要為~王所立的像、行開光之
 3: 3 之禮、就站在~所立的像前。
 3: 5 就當俯伏敬拜~王所立的金像
 3: 7 就都俯伏敬拜~王所立的金像
 3: 9 他們對~王說、願王萬歲．
 3:13 當時~沖沖大怒、吩咐人把沙
 3:14 ~問他們說、沙得拉、米煞、
 3:16 ~阿、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
 3:19 當時~怒氣填胸、向沙得拉、
 3:24 那時~王驚奇、急忙起來、對
 3:26 於是~就近烈火窯門、說、至
 3:28 ~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
 4: 1 ~王、曉諭住在全地各方各國
 4: 4 我~安居在宮中、平順在殿內
 4:18 這是我~王所作的夢、伯提沙

 4:28 這事都臨到~王。
 4:31 ~王阿、有話對你說、你的國
 4:33 當時這話就應驗在~的身上、
 4:34 我~舉目望天、我的聰明復歸
 4:37 現在我~讚美尊崇恭敬天上的
 5: 2 ~、從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
 5:11 你父~王、就是王的父、立他
 5:12 ~王又稱他為伯提沙撒．現在
 5:18 榮耀、威嚴、賜與你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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