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 聖經(116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14)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6)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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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歷史書(1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4) 士師記(4)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12) 出埃及記(6) 利未記(34) 民數記(9) 申命記(4)
舊約(102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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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7) 約伯記(0) 詩篇(5)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創 1: 5 有~、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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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回到他那裏、嘴
19: 1 那兩個天使~到了所多瑪．羅
19: 5 今日~到你這裏來的人在哪裏
29:23 到~、拉班將女兒利亞送來給
30:16 到了~、雅各從田裏回來、利
49:27 他所抓的、~要分他所奪的。
出12:18 從正月十四日~、直到二十一
12:18 直到二十一日~、你們要吃無
16: 6 到了~、你們要知道是耶和華
16: 8 耶和華~必給你們肉吃、早晨
16:13 到了~、有鵪鶉飛來、遮滿了
27:21 從~到早晨、要在耶和華面前
利 6: 9 從~到天亮、壇上的火、要常
 6:20 的素祭、早晨一半、~一半。
11:24 凡摸了死的、必不潔淨到~。
11:25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1:27 摸其屍的、必不潔淨到~。
11:28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1:31 凡摸了的、必不潔淨到~。
11:32 必不潔淨到~、到晚上才潔淨
11:32 潔淨到晚上、到~才潔淨了。
11:39 有人摸他、必不潔淨到~．
11:40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1:40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4:46 候、進去的人必不潔淨到~。
15: 5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5: 6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5: 7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5: 8 那人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
15:10 必不潔淨到~．拿了那物的、
15:10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5:11 誰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5:16 他必不潔淨到~、並要用水洗
15:17 必不潔淨到~、並要用水洗。
15:18 兩個人必不潔淨到~．並要用
15:19 凡摸他的、必不潔淨到~。

15:21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5:22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5:23 人一摸了、必不潔淨到~。
15:27 必不潔淨到~、並要洗衣服、
17:15 必不潔淨到~、都要洗衣服、
17:15 水洗身．到了~、才為潔淨。
22: 6 必不潔淨到~、若不用水洗身
23:32 從這月初九日~、到次日晚上
23:32 到次日~、要守為安息日。
24: 3 亞倫從~到早晨、必在耶和華
民 9:15 從~到早晨、雲彩在其上、形
 9:21 有時從~到早晨、有這雲彩在
19: 7 祭司必不潔淨到~．要洗衣服
19: 8 燒牛的人必不潔淨到~、也要
19:10 必不潔淨到~、要洗衣服．這
19:19 用水洗澡、到~就潔淨了。
19:21 除污穢水的、必不潔淨到~。
19:22 摸了這物的人必不潔淨到~。
28: 8 ~、你要獻那一隻羊羔、必照
申16: 4 頭一日~所獻的肉、一點不可
16: 6 ~日落的時候、乃是你出埃及
28:67 巴不得到~才好、晚上必說、
28:67 ~必說、巴不得到早晨才好。
書 5:10 正月十四日~、在耶利哥的平
 7: 6 約櫃前、俯伏在地、直到~。
 8:29 直到~。日落的時候、約書亞
10:26 上．他們就在樹上直挂到~。
士19:16 ~有一個老年人、從田間作工
20:23 在耶和華面前哭號直到~、求
20:26 當日禁食直到~．又在耶和華
21: 2 坐在　神面前直到~放聲痛哭
得 2:17 直到~、將所拾取的打了約有
撒上14:24 凡不等到~向敵人報完了仇吃

20: 5 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
30:17 大衛從黎明直到次日~、擊殺

撒下 1:12 禁食到~、是因掃羅和他兒子
11:13 到了~、烏利亞出去與他主的

王上22:35 到~、王就死了．血從傷處流
王下16:15 ~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國
代下18:34 直到~．約在日落的時候、王

35:14 直到~．所以利未人為自己、
斯 2:14 ~進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

詩55:17 我要~、早晨、晌午、哀聲悲
59: 6 他們~轉回、叫號如狗、圍城
59:14 到了~、任憑他們轉回．任憑
90: 6 早晨發芽生長、~割下枯乾。
104:23 人出去作工、勞碌直到~。
箴 7: 9 或~、或半夜、或黑暗之中、
傳11: 6 ~也不要歇你的手、因為你不
賽17:14 到~有驚嚇、未到早晨、他們
耶 5: 6 ~〔或作野地〕的豺狼、必滅
結12: 4 到了~、你要在他們眼前親自
12: 7 到了~、我用手挖通了牆．天
24:18 ~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
33:22 逃來的人未到前一日的~、耶
46: 2 去．這門直到~、不可關閉。
哈 1: 8 比~的豺狼更猛．馬兵踴躍爭
番 2: 7 ~必躺臥在亞實基倫的房屋中
 3: 3 他的審判官是~的豺狼、一點
亞14: 7 不是黑夜、到了~才有光明。
太 8:16 到了~、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
14:23 到了~、只有他一人在那裏。
16: 2 ~天發紅、你們就說、天必要
20: 8 到了~、園主對管事的說、叫
26:20 到了~、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坐
27:57 到了~、有一個財主、名叫約
可 4:35 當那天~、耶穌對門徒說、我
 6:47 到了~、船在海中、耶穌獨自
11:19 每天~、耶穌出城去。
13:35 或~、或半夜、或雞叫、或早
14:17 到了~、耶穌和十二個門徒都
15:42 到了~、因為這是預備日、就
約 6:16 到了~、他的門徒下海邊去、
20:19 ~、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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