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 圣经(89次)

新约(16次)
福音书(3)
历史书(1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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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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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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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35)
历史书(28)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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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1) 出埃及记(7) 利未记(0) 民数记(6) 申命记(11)
旧约(73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6)
诗歌智慧书(1)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 7: 4 我要降雨在地上~昼夜、把我
 7:12 ~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7:17 洪水泛滥在地上~天、水往上
 8: 6 过了~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
18:29 假若在那里见有~个怎么样呢
18:29 为这~个的缘故、我也不作这
25:20 正~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
26:34 以扫~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
32:15 母牛~只、公牛十只、母驴二
50: 3 薰尸的常例是~天、那四十天
50: 3 那~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
出16:35 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年、直到
24:18 入云中上山、在山上~昼夜。
26:19 要作~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
26:21 和带卯的银座~个．这板底下
34:28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昼夜、也
36:24 又作~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
36:26 和带卯的银座~个．这板底下
民13:25 过了~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
14:33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飘流~年
14:34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日、一年
14:34 你们要担当罪孽~年、就知道
32:13 使他们在旷野飘流~年、等到
33:38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年、
申 1: 3 出埃及第~年十一月初一日、
 2: 7 这~年、耶和华你的　神常与
 8: 2 这~年、是要苦炼你、试验你
 8: 4 这~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9: 9 那时我在山上住了~昼夜、没
 9:11 过了~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
 9:18 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昼夜
 9:25 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昼夜
10:10 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昼夜
25: 3 只可打他~下、不可过数、若
29: 5 我领你们在旷野~年、你们身
书 5: 6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年、等
14: 7 那时我正~岁．我按着心意回
士 3:11 于是国中太平~年。基纳斯的
 5:31 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年。
 8:28 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年
12:14 他有~个儿子、三十个孙子、
13: 1 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年

撒上 4:18 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师~年。
13: 1 扫罗登基年~岁．作以色列王
17:16 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日。

撒下 2:10 年~岁、作以色列王二年．惟
 5: 4 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年。
15: 7 满了~年、〔有作四年的〕、

王上 2:11 大卫作以色列王~年．在希伯
 6:17 内殿前的外殿、长~肘。
 7:38 每盆可容~罢特．盆径四肘、
11:42 撒冷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年
19: 8 走了~昼夜、到了　神的山、

王下 8: 9 于是哈薛用~个骆驼、驮着大
12: 1 在耶路撒冷作王~年．他母亲

代上26:31 大卫作王第~年、在基列的雅
29:27 作王共~年．在希伯仑作王七

代下 9:30 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年．
24: 1 在耶路撒冷作王~年．他母亲
拉 3: 9 在二章~节作何达威雅〕的后
尼 5:15 并银子~舍客勒、就是他们的
 9:21 在旷野~年、你养育他们、他
斯 9:21 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五两日
诗95:10 ~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
结 4: 6 我给你定规侧卧~日、一日顶
29:11 经过、~年之久并无人居住。
29:12 共有~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
29:13 满了~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
41: 2 他量殿长~肘、宽二十肘。
46:22 每院长~肘、宽三十肘．四拐
摩 2:10 在旷野引导你们~年、使你们
 5:25 你们在旷野~年、岂是将祭物
拿 3: 4 再等~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太 4: 2 他禁食~昼夜、后来就饿了。
可 1:13 他在旷野~天受撒但的试探．
路 4: 1 到旷野、~天受魔鬼的试探。
徒 1: 3 ~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
 4:22 迹医好的那人、有~多岁了。
 7:23 他将到~岁、心中起意、去看
 7:30 过了~年、在西乃山的旷野、
 7:36 旷野、~年间行了奇事神迹。
 7:42 你们~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
13:18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年。
13:21 儿子扫罗、给他们作王~年。

23:13 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多人。
23:21 因为他们有~多人埋伏、已经

林后11:24 打五次、每次~、减去一下．
来 3: 9 观看我的作为、有~年之久。
 3:17 　神~年之久、又厌烦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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