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 圣经(136次)

新约(7次)
福音书(7)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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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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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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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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历史书(28)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5)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10)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1) 出埃及记(24) 利未记(7) 民数记(11) 申命记(4)
旧约(129次)

以赛亚书(8)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20) 约伯记(4) 诗篇(12) 箴言(1) 传道书(2) 雅歌(1)

创 1: 5 有晚上、有~、这是头一日。
 1: 8 有晚上、有~、是第二日。
 1:13 有晚上、有~、是第三日。
 1:19 有晚上、有~、是第四日。
 1:23 有晚上、有~、是第五日。
 1:31 有晚上、有~、是第六日。
24:54 ~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
29:25 到了~、雅各一看是利亚、就
40: 6 到了~、约瑟进到他们那里、
41: 8 到了~、法老心里不安、就差
49:27 ~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
出 7:15 明日~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
10:13 到了~、东风把蝗虫刮了来。
12:10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若留到
12:10 晨、若留到~、要用火烧了。
12:22 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
16: 7 ~、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16: 8 ~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
16:12 ~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
16:13 ~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
16:19 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
16:20 内中有留到~的、就生虫变臭
16:21 他们每日~、按着各人的饭量
16:23 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
16:24 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
19:16 到了第三天~、在山上有雷轰
23:18 可将我节上祭牲的脂油留到~
27:21 从晚上到~、要在耶和华面前
29:34 若有一点留到~、就要用火烧
29:39 ~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
29:41 照着~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
30: 7 每~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
34: 2 明日~、你要预备好了、上西
34:25 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
36: 3 百姓每~、还把甘心献的礼物
利 6:12 祭司要每日~在上面烧柴、并
 6:20 的素祭、~一半、晚上一半。
 7:15 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
 9:17 坛上、这是在~的燔祭以外。
19:13 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
22:30 一点不可留到~、我是耶和华
24: 3 亚伦从晚上到~、必在耶和华

民 9:12 一点不可留到~、羊羔的骨头
 9:15 从晚上到~、云彩在其上、形
 9:21 有时从晚上到~、有这云彩在
 9:21 ~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
16: 5 到了~、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
22:13 巴兰~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
22:21 巴兰~起来、备上驴、和摩押
22:41 到了~、巴勒领巴兰到巴力的
28: 4 ~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
28: 8 必照~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
28:23 些、要在~常献的燔祭以外。
申16: 4 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
16: 7 次日~就回到你的帐棚去。
28:67 ~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
28:67 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才好。
书 7:14 到了~、你们要按着支派近前
士 6:38 次日~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
 7: 1 ~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
 9:33 到~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
19:27 ~、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
20:19 以色列人~起来、对着基比亚
得 2: 7 他从~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
撒上 9:19 明日~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

17:20 大卫~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
19: 2 所以明日~你要小心、到一个
20:35 次日~、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
25:22 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愿　神
25:34 到明日~、凡属拿八的男丁、
25:36 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
25:37 到了~、拿八醒了酒、他的妻
29:10 要明日~起来、等到天亮回去
29:11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来

撒下 2:27 今日~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
11:14 次日~、大卫写信与约押、交
15: 2 押沙龙常常~起来站在城门的
24:11 大卫~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
24:15 自~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

王上18:26 从~到午间、求告巴力的名、
王下 3:20 次日~、约在献祭的时候、有

 3:22 次日~、日光照在水上、摩押
10: 9 次日~、耶户出来、站着对众
16:15 ~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

代上 9:27 托他们守殿、要每日~开门。
伯 3: 9 也不见~的光线。〔光线原文
11:17 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
24:17 他们看~如幽暗．因为他们晓
41:18 他眼睛好像~的光线．〔光线
诗 5: 3 ~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
 5: 3 ~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
30: 5 宿虽然有哭泣、~便必欢呼。
49:14 到了~、正直人必管辖他们．
55:17 ~、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
59:16 ~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作
73:14 我终日遭灾难、每~受惩治．
88:13 我~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
90: 5 一觉．~、他们如生长的草．
90: 6 ~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92: 2 ~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
101: 8 我每日~、要灭绝国中所有的
箴 7:18 直到~．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
传10:16 你的群臣~宴乐、你就有祸了
11: 6 ~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
歌 7:12 我们~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
赛14:12 ~之子阿、你何竟从天坠落．
17:11 又到~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
17:14 未到~、他们就没有了．这是
21:12 ~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
28:19 因为每~他必经过、白昼黑夜
33: 2 求你每~作我们的膀臂、遭难
50: 4 主每~提醒、提醒我的耳朵、
58: 8 你的光就必发现如~的光．你
耶20:16 愿他~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
21:12 你们每~要施行公平、拯救被
哀 3:23 每~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
结12: 8 次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24:18 于是我将这事~告诉百姓．晚
24:18 死了．次日~我便遵命而行。
33:22 到第二日~、那人来到我这里
46:13 耶和华为燔祭．要每~预备。
46:14 每~、也要预备同献的素祭、
46:15 每~要这样预备羊羔、素祭、
何 6: 4 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的云雾
 7: 6 整夜睡卧、到了~火气炎炎。
13: 3 他们必如~的云雾、又如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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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4: 4 每日~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
番 3: 3 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
 3: 5 每~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
太16: 3 ~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
21:18 ~回城的时候、他饿了．
27: 1 到了~、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
可 1:35 次日~、天未亮的时候、耶稣
11:20 ~、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
13:35 上、或半夜、或鸡叫、或~。
15: 1 一到~、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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