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醒 聖經(123次)

新約(55次)
福音書(25)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6)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9)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4)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4)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醒 xǐng

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3)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3)

律法書(6)
歷史書(9)

預言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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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6)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68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1) 約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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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14)
詩歌智慧書(33) 約伯記(2) 詩篇(20)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8)

創 9:24 挪亞~了酒、知道小兒子向他
28:16 雅各睡~了、說、耶和華真在
41: 4 壯的七隻母牛．法老就~了。
41: 7 子．法老~了、不料是個夢。
41:21 仍舊和先前一樣．我就~了。
45:27 來接他的車輛、心就甦~了。
士16:14 參孫從睡中~來、將機上的橛
16:20 參孫從睡中~來、心裏說、我
得 3: 8 那人忽然驚~、翻過身來、不
撒上25:37 拿八~了酒、他的妻將這些事

26:12 也沒有人~起、都睡著了．因
王上 3:15 所羅門~了、不料是個夢．他

18:27 路、或睡覺、你們當叫~他。
王下 4:31 訴他說、孩子還沒有~過來。
拉 8:29 你們當儆~看守、直到你們在
伯14:12 仍不得復~、也不得從睡中喚
14:12 得復醒、也不得從睡中喚~。
詩 3: 5 我~著．耶和華都保佑我。
 5: 3 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儆~。
17:15 我~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
19: 7 能甦~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
23: 3 他使我的靈魂甦~、為自己的
35:23 求你奮興~起、判清我的事、
44:23 求你睡~、為何儘睡呢．求你
49:20 而不~悟、就如死亡的畜類一
57: 8 你當~起、琴瑟阿、你們當醒
57: 8 你們當~起．我自己要極早醒
57: 8 當醒起．我自己要極早~起。
69:32 　神的人、願你們的心甦~。
73:20 人睡~了怎樣看夢、主阿、你
73:20 你~了、也必照樣輕看他們的
78:65 那時主像世人睡~、像勇士飲
102: 7 我儆~不睡．我像房頂上孤單
108: 2 你們當~起．我自己要極早醒
108: 2 當醒起．我自己要極早~起。
127: 1 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
139:18 我睡~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箴 6: 9 睡到幾時呢．你何時睡~呢。
 6:22 你．你睡~、他必與你談論。
23:35 我幾時清~、我仍去尋酒。
歌 2: 7 不要叫~我所親愛的、等他自
 2: 7 不要叫~云云或作不要激動愛

 3: 5 不要叫~我所親愛的、等他自
 3: 5 不要叫~云云或作不要激動愛
 5: 2 我心卻~．這是我良人的聲音
 8: 4 不要叫~我所親愛的、等他自
 8: 4 不要叫~云云或作不要激動愛
 8: 5 我在蘋果樹下叫~你．你母親
賽26:19 要~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
29: 8 ~了仍覺腹空．或像口渴的人
29: 8 ~了仍覺發昏、心裏想喝．攻
43:26 你要提~我、你我可以一同辯
44:19 誰心裏也不~悟、也沒有知識
50: 4 主每早晨提~、提醒我的耳朵
50: 4 提~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
57:15 要使謙卑人的靈甦~、也使痛
57:15 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
耶31:26 說、我~了、覺著睡得香甜。
51:39 永不~起．這是耶和華說的。
51:57 使他們睡了長覺、永不~起。
但 8:27 於是我但以理昏迷不~、病了
12: 2 必有多人復~．其中有得永生
何 6: 2 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第三
珥 1: 5 要清~哭泣．好酒的人哪、都
哈 2:19 ~起、對啞巴石像說、起來、
亞 4: 1 那與我說話的天使又來叫~我
 4: 1 我、好像人睡覺被喚~一樣。
瑪 2:12 何人原文作叫~的答應的〕、
太 1:24 約瑟~了、起來、就遵著主使
 8:25 門徒來叫~了他、說、主阿、
24:42 所以你們要儆~、因為不知道
24:43 就必儆~、不容人挖透房屋．
25:13 所以你們要儆~、因為那日子
26:38 在這裏等候、和我一同儆~。
26:40 你們不能同我儆~片時麼。
26:41 總要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可 4:38 門徒叫~了他、說、夫子、我
 4:39 耶穌~了．斥責風、向海說、
13:33 儆~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
13:34 作的工、又吩咐看門的儆~。
13:35 所以你們要儆~、因為你們不
13:37 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
14:34 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儆~。
14:37 你睡覺麼。不能儆~片時麼。

14:38 總要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路 8:24 門徒來叫~了他、說、夫子、
 8:24 耶穌~了、斥責那狂風大浪．
 9:32 既清~了、就看見耶穌的榮光
12:37 看見僕人儆~、那僕人就有福
12:39 就必儆~、不容賊挖透房屋、
15:17 他~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
21:36 你們要時時儆~、常常祈求、
約11:11 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他。
徒12: 7 拍~了他、說、快快起來．那
12:11 彼得~悟過來、說、我現在真
16:27 禁卒一~、看見監門全開、以
20:31 所以你們應當儆~、記念我三
羅13:11 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的時候
15:15 是要提~你們的記性、特因

林前 4:17 他必提~你們、記念我在基督
14:24 就被眾人勸~、被眾人審明．
15:34 你們要~悟為善、不要犯罪．
16:13 你們務要儆~、在真道上站立

林後 6: 5 擾亂、勤勞、儆~、不食、
弗 5:14 當~過來、從死裏復活、基督
 6:18 並要在此儆~不倦、為眾聖徒
西 4: 2 要恆切禱告、在此儆~感恩．
帖前 5: 6 像別人一樣、總要儆~謹守。

 5:10 叫我們無論~著睡著、都與他
提前 4: 6 你若將這些事提~弟兄們、便
提後 1: 6 為此我提~你、使你將　神藉

 2:26 可以~悟、脫離他的網羅。
多 3: 1 你要提~眾人、叫他們順服作
來13:17 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
彼前 4: 7 你們要謹慎自守、儆~禱告。

 5: 8 儆~．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彼後 1:12 我卻要將這些事常常提~你們

 1:13 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提~你們
 3: 1 這兩封都是提~你們、激發你
猶 1: 5 都知道、我卻仍要提~你們。
啟 3: 2 你要儆~、堅固那剩下將要衰
 3: 3 若不儆~、我必臨到你那裏如
16:15 那儆~、看守衣服、免得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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