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間 聖經(84次)

新約(13次)
福音書(4)
歷史書(6)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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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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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歷史書(17)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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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5) 出埃及記(5) 利未記(0) 民數記(3) 申命記(3)
舊約(71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22) 約伯記(9) 詩篇(10)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2)

創14:15 便在~、自己同僕人分隊殺敗
20: 3 但~　神來在夢中、對亞比米
31:24 ~　神到亞蘭人拉班那裏、在
32:22 他~起來、帶著兩個妻子、兩
46: 2 ~　神在異象中對以色列說、
出12:30 ~都起來了．在埃及有大哀號
12:31 ~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
13:21 ~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
13:22 ~火柱、總不離開百姓的面前
40:38 ~雲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
民 9:16 雲彩遮蓋帳幕、~形狀如火。
11: 9 ~露水降在營中、嗎哪也隨著
14:14 ~在火柱中、在他們前面行。
申 1:33 ~在火柱裏、日間在雲柱裏、
16: 1 為耶和華你的　神在亞筆月~
23:10 ~偶然夢遺不潔淨、就要出到
書 8: 3 能的勇士、~打發他們前往．
士 6:27 在白晝行這事、就在~行了。
 9:34 比米勒和跟隨他的眾人~起來
20: 5 基比亞人~起來、圍了我住的

撒上26: 7 大衛和亞比篩~到了百姓那裏
撒下21:10 ~不讓田野的走獸前來糟踐。
王上 3: 5 在基遍~夢中、耶和華向所羅

 3:19 ~這婦人睡著的時候、壓死了
王下 6:14 那裏去、~到了、圍困那城。

 7:12 王~起來、對臣僕說、我告訴
 8:21 ~起來、攻打圍困他的以東人
25: 4 一切兵丁就在~、從靠近王園

代下 7:12 ~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
21: 9 ~起來、攻擊圍困他的以東人
尼 2:12 我~起來、有幾個人也一同起
 2:15 於是~沿溪而上、察看城牆．
 4:22 好在~保守我們、白晝作工。
伯 5:14 見黑暗、午間摸索、如在~。
 7: 3 的日月、~的疲乏為我而定。
20: 8 尋見．速被趕去如~的異象。
24:14 害困苦窮乏人．~又作盜賊。
27:20 追上．暴風在~、將他颳去。
30:17 ~我裏面的骨頭刺我、疼痛不
33:15 候　神就用夢、和~的異象、
34:25 行為、使他們在~傾倒滅亡。
35:10 　神在那裏．他使人~歌唱。

詩16: 7 華．我的心腸在~也警戒我。
17: 3 你在~鑒察我．你熬煉我、卻
22: 2 不應允．~呼求、並不住聲。
77: 2 我在~不住的舉手禱告．我的
77: 6 我想起我~的歌曲、捫心自問
90: 4 已過的昨日、又如~的一更。
105:39 張雲彩當遮蓋、~使火光照。
119:55 我~記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
121: 6 必不傷你．~月亮必不害你。
134: 1 ~站在耶和華殿中的、你們當
傳 2:23 連~心也不安．這也是虛空。
歌 3: 1 我~躺臥在床上、尋找我心所
 3: 8 腰間佩刀、防備~有驚慌。
賽26: 9 ~我心中羨慕你．我裏面的靈
29: 7 的、必如夢景、如~的異象。
30:29 像守聖節的~一樣．並且心中
34:14 ~的怪物、必在那裏棲身、自
耶 6: 5 我們~上去、毀壞他的宮殿。
39: 4 就在~、從靠近王園兩城中間
49: 9 盜賊若~而來、豈不毀壞、直
52: 7 就在~從靠近王園兩城中間的
哀 1: 2 他~痛哭、淚流滿腮．在一切
 2:19 ~、每逢交更的時候要起來呼
但 2:19 就在~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
 7: 7 其後我在~的異象中觀看、見
 7:13 我在~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
何 4: 5 先知也必~與你一同跌倒．我
俄 1: 5 或強盜~而來、（你何竟被剪
亞 1: 8 我~觀看、見一人騎著紅馬、
太 2:14 ~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
28:13 ~我們睡覺的時候、他的門徒
路 2: 8 的人、~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約13:30 立刻就出去．那時候是~了。
徒 5:19 ~開了監門、領他們出來、
 9:25 他的門徒就在~、用筐子把他
16: 9 在~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
17:10 隨即在~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
18: 9 ~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不要
27:27 到了第十四天~、船在亞底亞

帖前 5: 2 日子來到、好像~的賊一樣。
 5: 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睡．醉了
 5: 7 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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