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異象 聖經(94次)

新約(18次)
福音書(2)
歷史書(12)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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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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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象 yì xi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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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書(6)
歷史書(0)

預言書(4)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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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3) 申命記(0)
舊約(76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20) 但以理書(33)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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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詩歌智慧書(6) 約伯記(4) 詩篇(1)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15: 1 耶和華在~中有話對亞伯蘭說
46: 2 夜間　神在~中對以色列說、
出 3: 3 我要過去看這大~、這荊棘為
民12: 6 我耶和華必在~中向他顯現、
24: 4 得見全能者的~、眼目睜開而
24:16 看見全能者的~、眼目睜開而
伯 4:13 ~之間、世人沉睡的時候、
 7:14 就用夢驚駭我、用~恐嚇我．
20: 8 尋見．速被趕去如夜間的~。
33:15 候　神就用夢、和夜間的~、
詩89:19 當時你在~中曉諭你的聖民、
箴29:18 沒有~、〔或作默示〕民就放
賽21: 2 令人悽慘的~已、默示於我．
22: 1 論~谷的默示。有甚麼事使你
22: 5 主萬軍之耶和華使~谷有潰亂
29: 7 的、必如夢景、如夜間的~。
耶14:14 乃是虛假的~、和占卜、並虛
23:16 所說的~、是出於自己的心、
哀 2: 9 他的先知不得見耶和華的~。
 2:14 的先知為你見虛假和愚昧的~
結 1: 1 天就開了、得見　神的~。
 7:13 因為這~關乎他們眾人、誰都
 7:26 他們必向先知求~、但祭司講
 8: 3 在　神的~中、帶我到耶路撒
11:24 在~中藉著　神的靈、將我帶
11:24 我所見的~就離我上升去了。
12:22 子遲延、一切~都落了空呢。
12:23 子臨近、一切的~必都應驗。
12:24 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虛假的~
12:27 他所見的~、是關乎後來許多
13: 7 你們豈不是見了虛假的~麼．
13: 9 我的手必攻擊那見虛假~、用
13:16 為這城見了平安的~、其實沒
13:23 你們就不再見虛假的~、也不
21:29 人為你見虛假的~、行謊詐的
22:28 他們見虛假的~用謊詐的占卜
40: 2 在　神的~中帶我到以色列地
43: 3 前他來滅城的時候我所見的~
43: 3 那~如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
43: 3 象如我在迦巴魯河邊所見的~
但 1:17 但以理又明白各樣的~和夢兆
 2:19 就在夜間~中、給但以理顯明

 2:28 和你在床上腦中的~是這樣。
 4: 5 念、並腦中的~、使我驚惶．
 4: 9 現在要把我夢中所見的~、和
 4:10 我在床上腦中的~是這樣．我
 4:13 我在床上腦中的~、見有一位
 7: 1 見了腦中的~、就記錄這夢、
 7: 2 我夜裏見~、看見天的四風陡
 7: 7 其後我在夜間的~中觀看、見
 7:13 我在夜間的~中觀看、見有一
 7:15 愁煩、我腦中的~使我驚惶。
 8: 1 有~現與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
 8: 1 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見的~之後
 8: 2 我見了~的時候、我以為在以
 8: 2 宮〕我見~又如在烏萊河邊。
 8:13 將聖所與軍旅踐踏的~、〔軍
 8:15 我但以理見了這~、願意明白
 8:16 百列阿、要使此人明白這~。
 8:17 白、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
 8:26 所說二千三百日的~是真的、
 8:26 但你要將這~封住、因為關乎
 8:27 我因這~驚奇、卻無人能明白
 9:21 先前在~中所見的那位加百列
 9:23 思想明白這以下的事、和~。
 9:24 封住~和預言、並膏至聖者。
10: 1 但以理通達這事、明白這~。
10: 7 這~、惟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見
10: 8 我見了這大~便渾身無力、面
10:14 因為這~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
10:16 因見這~我大大愁苦、毫無氣
10:17 我一見~就渾身無力、毫無氣
11:14 要應驗那~、他們卻要敗亡。
珥 2:28 人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
彌 3: 6 以致不見~．又必遭遇幽暗、
亞13: 4 必因他所論的~羞愧、不再穿
路 1:22 他們就知道他在殿裏見了~．
21:11 又有可怕的~、和大神蹟、從
徒 2:17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老年人
 7:31 摩西見了那~、便覺希奇．正
 9:10 主在~中對他說、亞拿尼亞．
10: 3 他在~中、明明看見　神的一
10:17 不知所看見的~是甚麼意思、
10:19 彼得還思想那~的時候、聖靈

11: 5 看見~、有一物降下、好像一
12: 9 使所作是真的、只當見了~。
16: 9 在夜間有~現與保羅．有一個
16:10 保羅既看見這~、我們隨即想
18: 9 夜間主在~中對保羅說、不要
26:19 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
啟 9:17 我在~中看見那些馬和騎馬的
12: 1 天上現出大~來．有一個婦人
12: 3 天上又現出~來．有一條大紅
15: 1 我又看見在天上有~、大而且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異象 yì xiàng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