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醒 圣经(123次)

新约(55次)
福音书(25)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6)

马太福音(8) 马可福音(9)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4)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醒 xǐng

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2) 彼得后书(3)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3)

律法书(6)
历史书(9)

预言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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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6)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68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1) 约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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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14)
诗歌智慧书(33) 约伯记(2) 诗篇(20)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8)

创 9:24 挪亚~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
28:16 雅各睡~了、说、耶和华真在
41: 4 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了。
41: 7 子．法老~了、不料是个梦。
41:21 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了。
45:27 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了。
士16:14 参孙从睡中~来、将机上的橛
16:20 参孙从睡中~来、心里说、我
得 3: 8 那人忽然惊~、翻过身来、不
撒上25:37 拿八~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

26:12 也没有人~起、都睡着了．因
王上 3:15 所罗门~了、不料是个梦．他

18:27 路、或睡觉、你们当叫~他。
王下 4:31 诉他说、孩子还没有~过来。
拉 8:29 你们当儆~看守、直到你们在
伯14:12 仍不得复~、也不得从睡中唤
14:12 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
诗 3: 5 我~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5: 3 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儆~。
17:15 我~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像
19: 7 能苏~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
23: 3 他使我的灵魂苏~、为自己的
35:23 求你奋兴~起、判清我的事、
44:23 求你睡~、为何尽睡呢．求你
49:20 而不~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
57: 8 你当~起、琴瑟阿、你们当醒
57: 8 你们当~起．我自己要极早醒
57: 8 当醒起．我自己要极早~起。
69:32 　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
73:20 人睡~了怎样看梦、主阿、你
73:20 你~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
78:65 那时主像世人睡~、像勇士饮
102: 7 我儆~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
108: 2 你们当~起．我自己要极早醒
108: 2 当醒起．我自己要极早~起。
127: 1 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
139:18 我睡~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箴 6: 9 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呢。
 6:22 你．你睡~、他必与你谈论。
23:35 我几时清~、我仍去寻酒。
歌 2: 7 不要叫~我所亲爱的、等他自
 2: 7 不要叫~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

 3: 5 不要叫~我所亲爱的、等他自
 3: 5 不要叫~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
 5: 2 我心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8: 4 不要叫~我所亲爱的、等他自
 8: 4 不要叫~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
 8: 5 我在苹果树下叫~你．你母亲
赛26:19 要~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
29: 8 ~了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
29: 8 ~了仍觉发昏、心里想喝．攻
43:26 你要提~我、你我可以一同辩
44:19 谁心里也不~悟、也没有知识
50: 4 主每早晨提~、提醒我的耳朵
50: 4 提~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
57:15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也使痛
57:15 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
耶31:26 说、我~了、觉着睡得香甜。
51:39 永不~起．这是耶和华说的。
51:57 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起。
但 8:27 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病了
12: 2 必有多人复~．其中有得永生
何 6: 2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第三
珥 1: 5 要清~哭泣．好酒的人哪、都
哈 2:19 ~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
亚 4: 1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我
 4: 1 我、好像人睡觉被唤~一样。
玛 2:12 何人原文作叫~的答应的〕、
太 1:24 约瑟~了、起来、就遵着主使
 8:25 门徒来叫~了他、说、主阿、
24:42 所以你们要儆~、因为不知道
24:43 就必儆~、不容人挖透房屋．
25:13 所以你们要儆~、因为那日子
26:38 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儆~。
26:40 你们不能同我儆~片时么。
26:41 总要儆~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可 4:38 门徒叫~了他、说、夫子、我
 4:39 耶稣~了．斥责风、向海说、
13:33 儆~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
13:34 作的工、又吩咐看门的儆~。
13:35 所以你们要儆~、因为你们不
13:37 话、也是对众人说、要儆~。
14:34 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儆~。
14:37 你睡觉么。不能儆~片时么。

14:38 总要儆~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路 8:24 门徒来叫~了他、说、夫子、
 8:24 耶稣~了、斥责那狂风大浪．
 9:32 既清~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
12:37 看见仆人儆~、那仆人就有福
12:39 就必儆~、不容贼挖透房屋、
15:17 他~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
21:36 你们要时时儆~、常常祈求、
约11:11 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他。
徒12: 7 拍~了他、说、快快起来．那
12:11 彼得~悟过来、说、我现在真
16:27 禁卒一~、看见监门全开、以
20:31 所以你们应当儆~、记念我三
罗13:11 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的时候
15:15 是要提~你们的记性、特因

林前 4:17 他必提~你们、记念我在基督
14:24 就被众人劝~、被众人审明．
15:34 你们要~悟为善、不要犯罪．
16:13 你们务要儆~、在真道上站立

林后 6: 5 扰乱、勤劳、儆~、不食、
弗 5:14 当~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
 6:18 并要在此儆~不倦、为众圣徒
西 4: 2 要恒切祷告、在此儆~感恩．
帖前 5: 6 像别人一样、总要儆~谨守。

 5:10 叫我们无论~着睡着、都与他
提前 4: 6 你若将这些事提~弟兄们、便
提后 1: 6 为此我提~你、使你将　神借

 2:26 可以~悟、脱离他的网罗。
多 3: 1 你要提~众人、叫他们顺服作
来13:17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儆~
彼前 4: 7 你们要谨慎自守、儆~祷告。

 5: 8 儆~．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彼后 1:12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你们

 1:13 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提~你们
 3: 1 这两封都是提~你们、激发你
犹 1: 5 都知道、我却仍要提~你们。
启 3: 2 你要儆~、坚固那剩下将要衰
 3: 3 若不儆~、我必临到你那里如
16:15 那儆~、看守衣服、免得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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