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 聖經(136次)

新約(7次)
福音書(7)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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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zǎo ch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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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歷史書(28)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5)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10)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4)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1) 出埃及記(24) 利未記(7) 民數記(11) 申命記(4)
舊約(129次)

以賽亞書(8)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3)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8)
詩歌智慧書(20) 約伯記(4) 詩篇(12) 箴言(1) 傳道書(2) 雅歌(1)

創 1: 5 有晚上、有~、這是頭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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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僕人就說、請打發我
29:25 到了~、雅各一看是利亞、就
40: 6 到了~、約瑟進到他們那裏、
41: 8 到了~、法老心裏不安、就差
49:27 ~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
出 7:15 明日~他出來往水邊去、你要
10:13 到了~、東風把蝗蟲颳了來。
12:10 不可剩下一點留到~、若留到
12:10 晨、若留到~、要用火燒了。
12:22 誰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門直到~
16: 7 ~、你們要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16: 8 ~必給你們食物得飽、因為你
16:12 ~必有食物得飽、你們就知道
16:13 ~在營四圍的地上有露水、
16:19 所收的、不許甚麼人留到~。
16:20 內中有留到~的、就生蟲變臭
16:21 他們每日~、按著各人的飯量
16:23 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
16:24 他們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
19:16 到了第三天~、在山上有雷轟
23:18 可將我節上祭牲的脂油留到~
27:21 從晚上到~、要在耶和華面前
29:34 若有一點留到~、就要用火燒
29:39 ~要獻這一隻、黃昏的時候要
29:41 照著~的素祭、和奠祭的禮辦
30: 7 每~他收拾燈的時候、要燒這
34: 2 明日~、你要預備好了、上西
34:25 越節的祭物、也不可留到~。
36: 3 百姓每~、還把甘心獻的禮物
利 6:12 祭司要每日~在上面燒柴、並
 6:20 的素祭、~一半、晚上一半。
 7:15 的日子吃、一點不可留到~。
 9:17 壇上、這是在~的燔祭以外。
19:13 不可在你那裏過夜留到~。
22:30 一點不可留到~、我是耶和華
24: 3 亞倫從晚上到~、必在耶和華

民 9:12 一點不可留到~、羊羔的骨頭
 9:15 從晚上到~、雲彩在其上、形
 9:21 有時從晚上到~、有這雲彩在
 9:21 ~雲彩收上去、他們就起行．
16: 5 到了~、耶和華必指示誰是屬
22:13 巴蘭~起來、對巴勒的使臣說
22:21 巴蘭~起來、備上驢、和摩押
22:41 到了~、巴勒領巴蘭到巴力的
28: 4 ~要獻一隻、黃昏的時候要獻
28: 8 必照~的素祭、和同獻的奠祭
28:23 些、要在~常獻的燔祭以外。
申16: 4 所獻的肉、一點不可留到~。
16: 7 次日~就回到你的帳棚去。
28:67 ~必說、巴不得到晚上才好、
28:67 晚上必說、巴不得到~才好。
書 7:14 到了~、你們要按著支派近前
士 6:38 次日~基甸起來、見果然是這
 7: 1 ~起來、在哈律泉旁安營．米
 9:33 到~太陽一出、你就起來、闖
19:27 ~、他的主人起來開了房門、
20:19 以色列人~起來、對著基比亞
得 2: 7 他從~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
撒上 9:19 明日~我送你去、將你心裏的

17:20 大衛~起來、將羊交託一個看
19: 2 所以明日~你要小心、到一個
20:35 次日~、約拿單按著與大衛約
25:22 我若留一個到明日~、願　神
25:34 到明日~、凡屬拿八的男丁、
25:36 沒有告訴他、就等到次日~。
25:37 到了~、拿八醒了酒、他的妻
29:10 要明日~起來、等到天亮回去
29:11 於是大衛和跟隨他的人~起來

撒下 2:27 今日~百姓就回去、不追趕弟
11:14 次日~、大衛寫信與約押、交
15: 2 押沙龍常常~起來站在城門的
24:11 大衛~起來、耶和華的話臨到
24:15 自~到所定的時候．從但直到

王上18:26 從~到午間、求告巴力的名、
王下 3:20 次日~、約在獻祭的時候、有

 3:22 次日~、日光照在水上、摩押
10: 9 次日~、耶戶出來、站著對眾
16:15 ~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

代上 9:27 託他們守殿、要每日~開門。
伯 3: 9 也不見~的光線。〔光線原文
11:17 午更明．雖有黑暗、仍像~。
24:17 他們看~如幽暗．因為他們曉
41:18 他眼睛好像~的光線．〔光線
詩 5: 3 ~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
 5: 3 ~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
30: 5 宿雖然有哭泣、~便必歡呼。
49:14 到了~、正直人必管轄他們．
55:17 ~、晌午、哀聲悲歎．他也必
59:16 ~要高唱你的慈愛．因為你作
73:14 我終日遭災難、每~受懲治．
88:13 我~的禱告要達到你面前。
90: 5 一覺．~、他們如生長的草．
90: 6 ~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92: 2 ~傳揚你的慈愛、每夜傳揚你
101: 8 我每日~、要滅絕國中所有的
箴 7:18 直到~．我們可以彼此親愛歡
傳10:16 你的群臣~宴樂、你就有禍了
11: 6 ~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
歌 7:12 我們~起來往葡萄園去看看葡
賽14:12 ~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
17:11 又到~使你所種的開花．但在
17:14 未到~、他們就沒有了．這是
21:12 ~將到、黑夜也來．你們若要
28:19 因為每~他必經過、白晝黑夜
33: 2 求你每~作我們的膀臂、遭難
50: 4 主每~提醒、提醒我的耳朵、
58: 8 你的光就必發現如~的光．你
耶20:16 願他~聽見哀聲、晌午聽見吶
21:12 你們每~要施行公平、拯救被
哀 3:23 每~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
結12: 8 次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24:18 於是我將這事~告訴百姓．晚
24:18 死了．次日~我便遵命而行。
33:22 到第二日~、那人來到我這裏
46:13 耶和華為燔祭．要每~預備。
46:14 每~、也要預備同獻的素祭、
46:15 每~要這樣預備羊羔、素祭、
何 6: 4 因為你們的良善如同~的雲霧
 7: 6 整夜睡臥、到了~火氣炎炎。
13: 3 他們必如~的雲霧、又如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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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4: 4 每日~獻上你們的祭物、每三
番 3: 3 狼、一點食物、也不留到~。
 3: 5 每~顯明他的公義、無日不然
太16: 3 ~天發紅、又發黑、你們就說
21:18 ~回城的時候、他餓了．
27: 1 到了~、眾祭司長和民間的長
可 1:35 次日~、天未亮的時候、耶穌
11:20 ~、他們從那裏經過、看見無
13:35 上、或半夜、或雞叫、或~。
15: 1 一到~、祭司長和長老文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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