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 聖經(85次)

新約(32次)
福音書(7)
歷史書(3)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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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15)

律法書(11)
歷史書(6)

預言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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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5)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4)
舊約(53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0) 約珥書(2)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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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詩歌智慧書(19) 約伯記(14) 詩篇(4)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0)

創 1:16 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
15: 5 數算眾~、能數得過來麼．又
22:17 如同天上的~、海邊的沙、你
26: 4 像天上的~那樣多．又要將這
37: 9 亮、與十一個~、向我下拜。
出32:13 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那樣多
民24:17 有~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
申 1:10 你們今日像天上的~那樣多。
 4:19 神為天下萬民所擺列的日月~
10:22 　神使你如同天上的~那樣多
28:62 們先前雖然像天上的~那樣多
士 5:20 ~宿從天上爭戰、從其軌道攻
王下23: 5 行~、〔行星或作十二宮〕並

23: 5 行~或作十二宮〕並天上萬象
代上27:23 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那樣多
尼 4:21 從天亮直到~宿出現的時候。
 9:23 也使他們的子孫多如天上的~
伯 3: 9 願那夜黎明的~宿變為黑暗．
 5: 7 世必遇患難、如同火~飛騰。
 9: 7 來、就不出來、又封閉眾~。
 9: 9 參~、昴星、並南方的密宮。
 9: 9 參星、昴~、並南方的密宮。
15:12 逼去．你的眼為何冒出火~、
22:12 高天麼．你看~宿何其高呢。
25: 5 亮也無光亮、~宿也不清潔．
38: 7 那時晨~一同歌唱、　神的眾
38:31 你能繫住昴~的結麼、能解開
38:31 的結麼、能解開參~的帶麼。
38:32 能引導北斗和隨他的眾~麼．
38:32 他的眾星麼．〔~原文作子〕
41:19 燒著的火把、與飛迸的火~。
詩 8: 3 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宿、
136: 9 他造月亮~宿管黑夜、因他的
147: 4 他數點~宿的數目、一一稱他
148: 3 放光的~宿、你們都要讚美他
傳12: 2 ~宿、變為黑暗、雨後雲彩反
賽 1:31 好像火~、都要一同焚毀、無
13:10 天上的眾~群宿、都不發光．
14:12 明亮之~、早晨之子阿、你何
14:13 高舉我的寶座在　神眾~以上
47:13 看~宿的、在月朔說預言的、
耶 8: 2 和天上眾~之下、就是他們從

31:35 使~月有定例、黑夜發亮、又
結32: 7 使眾~昏暗、以密雲遮掩太陽
但 8:10 將些天象和~宿拋落在地、用
12: 3 必發光如~、直到永永遠遠。
珥 2:10 天動、日月昏暗、~宿無光。
 3:15 日月昏暗、~宿無光。
摩 5: 8 要尋求那造昴~和參星、使死
 5: 8 要尋求那造昴星和參~、使死
 5:26 和偶像的龕、並你們的神~。
俄 1: 4 在~宿之間搭窩、我必從那裏
鴻 3:16 多過天上的~．蝻子吃盡而去
太 2: 2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特來
 2: 7 細問那~是甚麼時候出現的。
 2: 9 在東方所看見的那~、忽然在
 2:10 他們看見那~、就大大的歡喜
24:29 眾~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
可13:25 眾~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
路21:25 日月~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
徒 7:42 任憑他們事奉天上的日月~辰
 7:43 和理番神的~．就是你們所造
27:20 太陽和~辰多日不顯露、又有

林前15:41 ~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
15:41 星有~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
15:41 這~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15:41 這星和那~的榮光、也有分別
來11:12 如同天上的~那樣眾多、海邊
彼後 1:19 等到天發亮晨~在你們心裏出
猶 1:13 是流蕩的~、有墨黑的幽暗為
啟 1:16 他右手拿著七~．從他口中出
 1:20 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
 1:20 那七~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
 2: 1 那右手拿著七~、在七個金燈
 2:28 我又要把晨~賜給他。
 3: 1 和七~的、說、我知道你的行
 6:13 天上的~辰墜落於地、如同無
 8:10 就有燒著的大~、好像火把從
 8:11 這~名叫茵蔯．眾水的三分之
 8:12 ~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
 8:12 以致日月~的三分之一黑暗了
 9: 1 我就看見一個~從天落到地上
12: 1 踏月亮、頭戴十二~的冠冕．
12: 4 巴拖拉著天上~辰的三分之一

22:16 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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