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间 圣经(84次)

新约(13次)
福音书(4)
历史书(6)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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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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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间 yè ji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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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历史书(17)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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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5) 出埃及记(5)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3)
旧约(71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3)
诗歌智慧书(22) 约伯记(9) 诗篇(10)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2)

创14:15 便在~、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
20: 3 但~　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
31:24 ~　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
32:22 他~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
46: 2 ~　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
出12:30 ~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
12:31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
13:21 ~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
13:22 ~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40:38 ~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
民 9:16 云彩遮盖帐幕、~形状如火。
11: 9 ~露水降在营中、吗哪也随着
14:14 ~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
申 1:33 ~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
16: 1 为耶和华你的　神在亚笔月~
23:10 ~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
书 8: 3 能的勇士、~打发他们前往．
士 6:27 在白昼行这事、就在~行了。
 9:34 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起来
20: 5 基比亚人~起来、围了我住的

撒上26: 7 大卫和亚比筛~到了百姓那里
撒下21:10 ~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糟践。
王上 3: 5 在基遍~梦中、耶和华向所罗

 3:19 ~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
王下 6:14 那里去、~到了、围困那城。

 7:12 王~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
 8:21 ~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
25: 4 一切兵丁就在~、从靠近王园

代下 7:12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
21: 9 ~起来、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
尼 2:12 我~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
 2:15 于是~沿溪而上、察看城墙．
 4:22 好在~保守我们、白昼作工。
伯 5:14 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
 7: 3 的日月、~的疲乏为我而定。
20: 8 寻见．速被赶去如~的异象。
24:14 害困苦穷乏人．~又作盗贼。
27:20 追上．暴风在~、将他刮去。
30:17 ~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
33:15 候　神就用梦、和~的异象、
34:25 行为、使他们在~倾倒灭亡。
35:10 　神在那里．他使人~歌唱。

诗16: 7 华．我的心肠在~也警戒我。
17: 3 你在~鉴察我．你熬炼我、却
22: 2 不应允．~呼求、并不住声。
77: 2 我在~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
77: 6 我想起我~的歌曲、扪心自问
90: 4 已过的昨日、又如~的一更。
105:39 张云彩当遮盖、~使火光照。
119:55 我~记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
121: 6 必不伤你．~月亮必不害你。
134: 1 ~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
传 2:23 连~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
歌 3: 1 我~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
 3: 8 腰间佩刀、防备~有惊慌。
赛26: 9 ~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
29: 7 的、必如梦景、如~的异象。
30:29 像守圣节的~一样．并且心中
34:14 ~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
耶 6: 5 我们~上去、毁坏他的宫殿。
39: 4 就在~、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
49: 9 盗贼若~而来、岂不毁坏、直
52: 7 就在~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
哀 1: 2 他~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
 2:19 ~、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
但 2:19 就在~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
 7: 7 其后我在~的异象中观看、见
 7:13 我在~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
何 4: 5 先知也必~与你一同跌倒．我
俄 1: 5 或强盗~而来、（你何竟被剪
亚 1: 8 我~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
太 2:14 ~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
28:13 ~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
路 2: 8 的人、~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约13:30 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了。
徒 5:19 ~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
 9:25 他的门徒就在~、用筐子把他
16: 9 在~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
17:10 随即在~打发保罗和西拉往庇
18: 9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
27:27 到了第十四天~、船在亚底亚

帖前 5: 2 日子来到、好像~的贼一样。
 5: 7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睡．醉了
 5: 7 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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