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十 聖經(89次)

新約(16次)
福音書(3)
歷史書(1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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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來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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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歷史書(28)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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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1) 出埃及記(7) 利未記(0) 民數記(6) 申命記(11)
舊約(73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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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0)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 7: 4 我要降雨在地上~晝夜、把我
 7:12 ~晝夜降大雨在地上。
 7:17 洪水氾濫在地上~天、水往上
 8: 6 過了~天、挪亞開了方舟的窗
18:29 假若在那裏見有~個怎麼樣呢
18:29 為這~個的緣故、我也不作這
25:20 正~歲．利百加是巴旦亞蘭地
26:34 以掃~歲的時候、娶了赫人比
32:15 母牛~隻、公牛十隻、母驢二
50: 3 薰尸的常例是~天、那四十天
50: 3 那~天滿了、埃及人為他哀哭
出16:35 以色列人吃嗎哪共~年、直到
24:18 入雲中上山、在山上~晝夜。
26:19 要作~個帶卯的銀座、兩卯接
26:21 和帶卯的銀座~個．這板底下
34:28 摩西在耶和華那裏~晝夜、也
36:24 又作~個帶卯的銀座、兩卯接
36:26 和帶卯的銀座~個．這板底下
民13:25 過了~天、他們窺探那地才回
14:33 你們的兒女必在曠野飄流~年
14:34 按你們窺探那地的~日、一年
14:34 你們要擔當罪孽~年、就知道
32:13 使他們在曠野飄流~年、等到
33:38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後~年、
申 1: 3 出埃及第~年十一月初一日、
 2: 7 這~年、耶和華你的　神常與
 8: 2 這~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
 8: 4 這~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
 9: 9 那時我在山上住了~晝夜、沒
 9:11 過了~晝夜、耶和華把那兩塊
 9:18 從前俯伏在耶和華面前~晝夜
 9:25 在耶和華面前照舊俯伏~晝夜
10:10 我又像從前在山上住了~晝夜
25: 3 只可打他~下、不可過數、若
29: 5 我領你們在曠野~年、你們身
書 5: 6 以色列人在曠野走了~年、等
14: 7 那時我正~歲．我按著心意回
士 3:11 於是國中太平~年。基納斯的
 5:31 輝烈烈。這樣國中太平~年。
 8:28 基甸還在的日子國中太平~年
12:14 他有~個兒子、三十個孫子、
13: 1 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年

撒上 4:18 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師~年。
13: 1 掃羅登基年~歲．作以色列王
17:16 早晚都出來站著、如此~日。

撒下 2:10 年~歲、作以色列王二年．惟
 5: 4 的時候年三十歲、在位~年。
15: 7 滿了~年、〔有作四年的〕、

王上 2:11 大衛作以色列王~年．在希伯
 6:17 內殿前的外殿、長~肘。
 7:38 每盆可容~罷特．盆徑四肘、
11:42 撒冷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共~年
19: 8 走了~晝夜、到了　神的山、

王下 8: 9 於是哈薛用~個駱駝、馱著大
12: 1 在耶路撒冷作王~年．他母親

代上26:31 大衛作王第~年、在基列的雅
29:27 作王共~年．在希伯崙作王七

代下 9:30 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共~年．
24: 1 在耶路撒冷作王~年．他母親
拉 3: 9 在二章~節作何達威雅〕的後
尼 5:15 並銀子~舍客勒、就是他們的
 9:21 在曠野~年、你養育他們、他
斯 9:21 他們每年守亞達月十~五兩日
詩95:10 ~年之久、我厭煩那世代、說
結 4: 6 我給你定規側臥~日、一日頂
29:11 經過、~年之久並無人居住。
29:12 共有~年．我必將埃及人分散
29:13 滿了~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
41: 2 他量殿長~肘、寬二十肘。
46:22 每院長~肘、寬三十肘．四拐
摩 2:10 在曠野引導你們~年、使你們
 5:25 你們在曠野~年、豈是將祭物
拿 3: 4 再等~日、尼尼微必傾覆了。
太 4: 2 他禁食~晝夜、後來就餓了。
可 1:13 他在曠野~天受撒但的試探．
路 4: 1 到曠野、~天受魔鬼的試探。
徒 1: 3 ~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4:22 蹟醫好的那人、有~多歲了。
 7:23 他將到~歲、心中起意、去看
 7:30 過了~年、在西乃山的曠野、
 7:36 曠野、~年間行了奇事神蹟。
 7:42 你們~年間在曠野、豈是將犧
13:18 又在曠野容忍他們約有~年。
13:21 兒子掃羅、給他們作王~年。

23:13 這樣同心起誓的、有~多人。
23:21 因為他們有~多人埋伏、已經

林後11:24 打五次、每次~、減去一下．
來 3: 9 觀看我的作為、有~年之久。
 3:17 　神~年之久、又厭煩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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