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 圣经(116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1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6)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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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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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65)
历史书(1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4) 士师记(4)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12) 出埃及记(6) 利未记(34) 民数记(9) 申命记(4)
旧约(102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0) 诗篇(5)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创 1: 5 有~、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1: 8 有~、有早晨、是第二日。
 1:13 有~、有早晨、是第三日。
 1:19 有~、有早晨、是第四日。
 1:23 有~、有早晨、是第五日。
 1:31 有~、有早晨、是第六日。
 8:11 到了~、鸽子回到他那里、嘴
19: 1 那两个天使~到了所多玛．罗
19: 5 今日~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
29:23 到~、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
30:16 到了~、雅各从田里回来、利
49:27 他所抓的、~要分他所夺的。
出12:18 从正月十四日~、直到二十一
12:18 直到二十一日~、你们要吃无
16: 6 到了~、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
16: 8 耶和华~必给你们肉吃、早晨
16:13 到了~、有鹌鹑飞来、遮满了
27:21 从~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
利 6: 9 从~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
 6:20 的素祭、早晨一半、~一半。
11:24 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
11:25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1:27 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
11:28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1:31 凡摸了的、必不洁净到~。
11:32 必不洁净到~、到晚上才洁净
11:32 洁净到晚上、到~才洁净了。
11:39 有人摸他、必不洁净到~．
11:40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1:40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4:46 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
15: 5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5: 6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5: 7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5: 8 那人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
15:10 必不洁净到~．拿了那物的、
15:10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5:11 谁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5:16 他必不洁净到~、并要用水洗
15:17 必不洁净到~、并要用水洗。
15:18 两个人必不洁净到~．并要用
15:19 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

15:21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5:22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5:23 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
15:27 必不洁净到~、并要洗衣服、
17:15 必不洁净到~、都要洗衣服、
17:15 水洗身．到了~、才为洁净。
22: 6 必不洁净到~、若不用水洗身
23:32 从这月初九日~、到次日晚上
23:32 到次日~、要守为安息日。
24: 3 亚伦从~到早晨、必在耶和华
民 9:15 从~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
 9:21 有时从~到早晨、有这云彩在
19: 7 祭司必不洁净到~．要洗衣服
19: 8 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也要
19:10 必不洁净到~、要洗衣服．这
19:19 用水洗澡、到~就洁净了。
19:21 除污秽水的、必不洁净到~。
19:22 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
28: 8 ~、你要献那一只羊羔、必照
申16: 4 头一日~所献的肉、一点不可
16: 6 ~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
28:67 巴不得到~才好、晚上必说、
28:67 ~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
书 5:10 正月十四日~、在耶利哥的平
 7: 6 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
 8:29 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
10:26 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
士19:16 ~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作工
20:23 在耶和华面前哭号直到~、求
20:26 当日禁食直到~．又在耶和华
21: 2 坐在　神面前直到~放声痛哭
得 2:17 直到~、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
撒上14:24 凡不等到~向敌人报完了仇吃

20: 5 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
30:17 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击杀

撒下 1:12 禁食到~、是因扫罗和他儿子
11:13 到了~、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

王上22:35 到~、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
王下16:15 ~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
代下18:34 直到~．约在日落的时候、王

35:14 直到~．所以利未人为自己、
斯 2:14 ~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

诗55:17 我要~、早晨、晌午、哀声悲
59: 6 他们~转回、叫号如狗、围城
59:14 到了~、任凭他们转回．任凭
90: 6 早晨发芽生长、~割下枯干。
104:23 人出去作工、劳碌直到~。
箴 7: 9 或~、或半夜、或黑暗之中、
传11: 6 ~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
赛17:14 到~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
耶 5: 6 ~〔或作野地〕的豺狼、必灭
结12: 4 到了~、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
12: 7 到了~、我用手挖通了墙．天
24:18 ~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
33:22 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耶
46: 2 去．这门直到~、不可关闭。
哈 1: 8 比~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
番 2: 7 ~必躺卧在亚实基伦的房屋中
 3: 3 他的审判官是~的豺狼、一点
亚14: 7 不是黑夜、到了~才有光明。
太 8:16 到了~、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
14:23 到了~、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16: 2 ~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
20: 8 到了~、园主对管事的说、叫
26:20 到了~、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
27:57 到了~、有一个财主、名叫约
可 4:35 当那天~、耶稣对门徒说、我
 6:47 到了~、船在海中、耶稣独自
11:19 每天~、耶稣出城去。
13:35 或~、或半夜、或鸡叫、或早
14:17 到了~、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
15:42 到了~、因为这是预备日、就
约 6:16 到了~、他的门徒下海边去、
20:19 ~、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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