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後 聖經(84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3)
歷史書(4)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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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zhī hòu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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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26)
歷史書(29)

預言書(2)

約書亞記(2) 士師記(8)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3)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8)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3)
舊約(74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8)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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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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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約伯記(3) 詩篇(0)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 5: 4 亞當生塞特~、又在世八百年
 5: 7 塞特生以挪士~、又活了八百
 5:10 以挪士生該南~、又活了八百
 5:13 該南生瑪勒列~、又活了八百
 5:16 瑪勒列生雅列~、又活了八百
 5:19 雅列生以諾~、又活了八百年
 5:22 以諾生瑪土撒拉~、與　神同
 5:26 瑪土撒拉生拉麥~、又活了七
 5:30 拉麥生挪亞~、又活了五百九
11:11 閃生亞法撒~、又活了五百年
11:13 亞法撒生沙拉~、又活了四百
11:15 沙拉生希伯~、又活了四百零
11:17 希伯生法勒~、又活了四百三
11:19 法勒生拉吳~、又活了二百零
11:21 拉吳生西鹿~、又活了二百零
11:23 西鹿生拿鶴~、又活了二百年
11:25 拿鶴生他拉~、又活了一百一
30:25 拉結生約瑟~、雅各對拉班說
出 3:12 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你
16:14 露水上升~、不料、野地面上
利16: 1 死了~、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民 7:88 這就是用膏抹壇~、為行奉獻
26: 1 瘟疫~、耶和華曉諭摩西、和
申12:30 不可在他們除滅~、隨從他們
22:13 若娶妻、與他同房~恨惡他、
24: 4 不可在婦人玷污~再娶他為妻
書 9:16 以色列人與他們立約~、過了
24:20 耶和華在降福~、必轉而降禍
士 3:24 以笏出來~、王的僕人到了、
 3:31 以笏~、有亞拿的兒子珊迦、
 6: 3 以色列人每逢撒種~、米甸人
 6:29 他們訪查~、就說、這是約阿
 8: 7 華將西巴和撒慕拿交在我手~
12:11 以比讚~、有西布倫人以倫、
12:13 以倫~、有比拉頓人希列的兒
16:22 然而他的頭髮被剃~、又漸漸

撒上 5: 9 運到~、耶和華的手攻擊那城
10: 2 你今日與我離別~、在便雅憫

撒下 5:13 大衛離開希伯崙~、在耶路撒
20:13 屍身從路上挪移~、眾民就都

王上 1: 6 他甚俊美、生在押沙龍~。
 1:20 在我主我王~、誰坐你的位。

 1:27 在我主我王~、誰坐你的位。
13:31 安葬~、老先知對他兒子們說

王下 2: 9 過去~、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2:14 打水~、水也左右分開、以利
14:22 亞瑪謝與他列祖同睡~、亞撒

代上 6:31 約櫃安設~、大衛派人在耶和
 8: 8 沙哈連休他二妻戶伸和巴拉~
27:34 亞希多弗~、有比拿雅的兒子

代下20:23 滅盡住西珥山的人~、他們又
25:27 自從亞瑪謝離棄耶和華~、在
26: 2 亞瑪謝與他列祖同睡~、烏西
34: 8 淨地淨殿~、就差遣亞薩利雅
尼 9:28 但他們得平安~、又在你面前
伯19:26 我這皮肉滅絕~、我必在肉體
23:10 他試煉我~、我必如精金。
29:22 我說話~、他們就不再說．我
箴20:25 許願~才查問、就是自陷網羅
賽24:22 多日~便被討罪。〔或作眷顧
49:20 你必聽見喪子~所生的兒女說
耶41:16 擄到基遍~、加利亞的兒子約
結13:12 這牆倒塌~、人豈不問你們說
16:23 你行這一切惡事~、（主耶和
16:28 淫、與他們行淫~仍不滿意。
23: 5 阿荷拉歸我~行邪淫、貪戀所
33:21 我們被擄~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41:12 在西面空地~有房子、寬七十
44:26 祭司潔淨~、必再計算七日。
46:12 他出去~、當有人將門關閉。
但 8: 1 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見的異象~
11:23 與那君結盟~、他必行詭詐、
摩 7: 1 為王割菜~〔菜或作草〕菜又
亞 2: 8 在顯出榮耀~、差遣我去懲罰
太 1:12 遷到巴比倫~、耶哥尼雅生撒
路16: 4 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接我
約 5: 4 攪動那水水動~誰先下去無論
徒 1: 3 他受害~、用許多的憑據、將
20: 1 亂定~、保羅請門徒來、勸勉
20:29 我知道我去~、必有凶暴的豺
25:26 為要在查問~、有所陳奏。

彼前 5:10 等你們暫受苦難~、必要親自
啟10: 4 七雷發聲~、我正要寫出來、
12: 4 等他生產~、要吞吃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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