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 圣经(136次)

新约(33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4)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4)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期 qī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28)
历史书(23)

预言书(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6)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1)

创世纪(4) 出埃及记(3) 利未记(10) 民数记(9) 申命记(2)
旧约(103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14)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0)
诗歌智慧书(14) 约伯记(6) 诗篇(3) 箴言(0) 传道书(5) 雅歌(0)

创18:14 到了日~、明年这时候、我必
21: 2 到　神所说的日~、就给亚伯
29:21 日~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
47:29 以色列的死~临近了、他就叫
出13:10 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守这例
23:15 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吃无
34:18 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吃无
利15:25 女人若在经~以外、患多日的
15:25 或是经~过长、有了漏症、他
15:25 净、与他在经~不洁净一样。
23: 2 耶和华的节~、你们要宣告为
23: 2 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
23: 4 耶和华的节~、就是你们到了
23: 4 是你们到了日~要宣告为圣会
23:37 这是耶和华的节~、就是你们
23:37 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
23:44 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传
民 9: 2 人应当在所定的日~守逾越节
 9: 3 你们要在所定的日~守这节、
 9: 7 在所定的日~献耶和华的供物
 9:13 他在所定的日~不献耶和华的
10:10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并
15: 3 或是逢你们节~献的、都要奉
28: 2 食物、你们要按日~献给我。
28:17 这月十五日是节~、要吃无酵
29:39 祭要在你们的节~献给耶和华
申31:10 在豁免年的定~住棚节的时候
31:14 你的死~临近了、要召约书亚
士21:19 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
撒上 1:20 日~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

 4:19 儿妇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
13: 8 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
13:11 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来到、而
18:26 作王的女婿。日~还没有到、
26:10 或是死~到了、或是出战阵亡

撒下20: 5 却耽延过了王所限的日~。
王上 2: 1 大卫的死~临近了、就嘱咐他

12:32 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
12:32 像在犹大的节~一样、自己上
12:33 为以色列人立作节~的日子、
14:14 到了日~、他必剪除耶罗波安
14:14 波安的家．那日~已经到了。

代上23:31 并节~、按数照例、将燔祭常
代下 2: 4 华我们　神所定的节~献燔祭

31: 3 并节~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
拉10:14 当按所定的日~、同着本城的
尼 2: 6 我就定了日~．于是王喜欢差
10:33 节~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
10:34 按定~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
13:31 我又派百姓按定~献柴、和初
斯 2:12 满了日~、然后挨次进去见亚
伯 3:16 不到~而落的胎、归于无有、
14:13 愿你为我定了日~、记念我。
15:32 他的日~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
22:16 他们未到死~、忽然除灭．根
24: 1 全能者既定~罚恶、为何不使
39: 1 母鹿下犊之~你能察定么．
诗75: 2 我到了所定的日~、必按正直
81: 3 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吹角
102:13 怜他的时候．日~已经到了。
传 3: 1 凡事都有定~、天下万务都有
 6: 3 那不到~而落的胎比他倒好．
 7:17 人愚昧．何必不到~而死呢。
 8: 8 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这场
 9:12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
赛 1:14 和节~、我心里恨恶、我都以
29: 1 你年上加年、节~照常周流．
60:22 我耶和华要按定~速成这事。
耶 8: 7 知道来去的定~．斑鸠燕子与
27: 7 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来到．
49:19 谁能给我定规日~呢．有何牧
50:44 谁能给我定规日~呢．有何牧
结18: 6 未曾在妇人的经~内亲近他、
22: 3 叫他受报的日~来到．又作偶
30: 3 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
36:17 好像正在经~的妇人那样污秽
44:24 在我一切的节~必守我的律法
45:17 是在节~、月朔、安息日、就
45:17 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奉
46: 9 在各节~、国内居民朝见耶和
46:11 在节~和圣会的日子同献的素
但 1:18 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满了
 2:21 日~、废王、立王、将智慧赐
 4:16 使他经过七~．〔期或作年本

 4:16 过七期．〔~或作年本章同〕
 4:23 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
 4:25 且要经过七~。等你知道至高
 4:32 且要经过七~．等你知道至高
 7:12 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
 7:25 必想改变节~、和律法．圣民
 8:19 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
11:27 因为到了定~、事就了结。
11:29 到了定~、他必返回、来到南
11:35 因为到了定~、事就了结。
12:13 到了末~、你必起来、享受你
何 2:11 节~、月朔、安息日、并他的
 9: 5 到耶和华的节~、你们怎样行
13:13 慧之子、到了产~不当迟延。
摩 5:21 我厌恶你们的节~、也不喜悦
 8:10 我必使你们的节~变为悲哀、
鸿 1:15 可以守你的节~、还你所许的
哈 2: 3 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快
亚 8:19 和欢乐的节~．所以你们要喜
太24: 6 须有的．只是末~还没有到。
24:14 民作见证、然后末~才来到。
27:15 每逢这节~、随众人所要的、
可 1:15 日~满了、　神的国近了．你
13: 7 须有的、只是末~还没有到．
13:33 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几时来到
15: 6 每逢这节~、巡抚照众人所求
路 1:57 以利沙伯的产~到了、就生了
 2: 6 的时候、马利亚的产~到了。
 2:42 他们按着节~的规矩上去．
 2:43 守满了节~、他们回去、孩童
21: 9 有．只是末~不能立时就到。
21:24 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满了。
23:17 每逢这节~巡抚必须释放一个
约 5: 1 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耶稣
 7:11 正在节~、犹太人寻找耶稣说
 7:14 到了节~、耶稣上殿里去教训
 7:37 节~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徒 1: 7 所定的时候日~、不是你们可
 7:17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将到
21:26 报明洁净的日~满足．只等祭
27: 9 已经过了禁食的节~、行船又
罗 5: 6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为罪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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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5: 8 我如同未到产~而生的人一般
15:24 再后末~到了、那时、基督既
加 4:10 守日子、月分、节~、年分。
弗 1:10 在日~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
西 2:16 或节~、月朔、安息日、都不
帖前 5: 1 论到时候日~、不用写信给你
提前 6:15 到了日~、那可称颂独有权能
多 1: 3 到了日~、借着传扬的工夫、
启 1: 3 都是有福的．因为日~近了。
22:10 书上的预言．因为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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