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 圣经(144次)

新约(19次)
福音书(4)
历史书(2)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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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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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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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16)
历史书(30)

预言书(2)

约书亚记(1)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8)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4)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5) 申命记(6)
旧约(125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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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58) 约伯记(5) 诗篇(30) 箴言(17) 传道书(6) 雅歌(0)

创 3:14 你必用肚子行走、~身吃土。
 3:17 你必~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
 6: 5 大、~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46: 4 约瑟必给你送~。〔原文作将
出14:20 边发光、~夜两下不得相近。
民11:32 ~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
11:32 终日~夜、并次日一整天、捕
23:10 而死、我愿如义人之~而终。
23:10 而死、我愿如义人之终而~。
24:20 为诸国之首、但他~必沉沦。
申 8:16 你、试验你、叫你~久享福。
11:12 从岁首到年~、耶和华你　神
22:19 仍作他的妻、~身不可休他。
22:29 要娶他为妻、~身不可休他。
28:32 你的眼目~日切望、甚至失明
33:12 耶和华~日遮蔽他、也住在他
书10: 9 约书亚就~夜从吉甲上去、猛
士11:37 在山上、好哀哭我~为处女。
11:38 在山上为他~为处女哀哭。
11:39 了．女儿~身没有亲近男子。
16: 2 ~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
19:25 ~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

撒上 1:11 我必使他~身归与耶和华、不
 1:28 使他~身归与耶和华。于是在
 3:12 了时候我必始~应验在以利身
15:11 便甚忧愁、~夜哀求耶和华。

撒下 2:26 你岂不知~久必有苦楚么．你
12:16 进入内室、~夜躺在地上。
23: 7 和枪杆、~久他必被火焚烧。

王上 8:61 他的诫命、至~如今日一样。
11:34 使他~身为君、是因我所拣选

王下15:18 ~身不离开尼八的儿子耶罗波
25:29 他~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25:30 日赐他一分、~身都是这样。

代上23:27 照着大卫临~所吩咐的、利未
29:29 大卫王始~的事、都写在先见

代下 9:29 自始至~、不都写在先知拿单
12:15 自始至~、不都写在先知示玛
16:11 自始至~、都写在犹大和以色
20:34 自始至~、都写在哈拿尼的儿
25:26 自始至~、不都写在犹大和以
26:22 自始至~、都是亚摩斯的儿子

28:26 自始至~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
35:27 并他自始至~所行的、都写在
拉 4:13 课、纳税、~久王必受亏损．
斯 6:13 能胜他、~必在他面前败落。
伯 8: 7 初虽然微小、~久必甚发达。
20: 7 他~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
21:25 痛苦、~身未尝福乐的滋味。
24: 7 ~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
29:19 边、露水~夜沾在我的枝上．
诗13: 2 ~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
25: 5 救我的　神．我~日等候你。
31:15 我~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
32: 3 因~日唉哼、而骨头枯干。
35:28 要~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
36: 2 以为他的罪孽~不显露、不被
37:26 他~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
37:38 必一同灭绝．恶人~必剪除。
38: 6 疼痛、大大拳曲、~日哀痛。
38:12 口出恶言、~日思想诡计。
39: 4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我的
44: 8 我们~日因　神夸耀、还要永
44:15 ~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
44:22 我们为你的缘故~日被杀、人
56: 1 把我吞了、~日攻击欺压我。
56: 2 我的仇敌~日要把我吞了．因
56: 5 他们~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
59:15 物．若不得饱、就~夜在外。
71: 8 的荣耀、~日必满了我的口。
71:15 我的口~日要述说你的公义、
71:24 必~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
72:15 常常为他祷告、~日称颂他。
73:14 因为我~日遭灾难、每早晨受
74:22 要记念愚顽人怎样~日辱骂你
78:14 彩、~夜用火光、引导他们。
86: 3 你怜悯我、因我~日求告你。
88:17 这些~日如水环绕我、一齐都
89:16 他们因你的名~日欢乐、因你
102: 8 我的仇敌~日辱骂我．向我猖
119:97 你的律法、~日不住地思想。
箴 5: 4 至~却苦似茵蔯、快如两刃的
 5:11 ~久你皮肉和身体消毁、你就
14:12 以为正．至~成为死亡之路。

14:24 愚妄人的愚昧、~是愚昧。
16:25 以为正、至~成为死亡之路。
19: 5 吐出谎言的、~不能逃脱。
19:20 受训诲、使你~久有智慧。
20:21 速得的产业、~久却不为福。
21:26 有~日贪得无餍的．义人施舍
23:17 罪人．只要~日敬畏耶和华。
23:18 因为至~必有善报．你的指望
23:31 ~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
24:14 至~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
24:20 因为恶人~不得善报．恶人的
25: 8 免得至~被他羞辱、你就不知
29:21 这仆人~久必成了他的儿子。
31:18 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夜不灭
传 3:11 然而　神从始至~的作为、人
 3:12 世人、莫强如~身喜乐行善。
 5:17 并且他~身在黑暗中吃喝、多
 7: 3 因为面带愁容~必使心喜乐。
 7: 8 事情的~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8:12 前敬畏的人、~久必得福乐。
赛 8: 9 ~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哪、当
 8: 9 ~必破坏．你们束起腰来、终
 8: 9 你们束起腰来、~必破坏。
 8:10 ~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
 8:10 ~不成立．因为　神与我们同
29: 2 我~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
耶 6:29 ~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
17:11 离开他、他~久成为愚顽人。
20: 7 我~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
20: 8 为耶和华的话~日成了我的凌
52:33 他~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52:34 ~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哀 1:13 转回．他使我~日凄凉发昏。
 3: 3 他真是~日再三反手攻击我。
 3:14 笑话．他们~日以我为歌曲。
 3:62 以及~日向我所设的计谋。
结30:16 日见仇敌。〔白日或作~日〕
但 6:18 ~夜禁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
 8:25 君、至~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9:26 至~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
摩 8:10 子、至~如痛苦的日子一样。
太11:20 那些城的人~不悔改、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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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75 就可以~身在他面前、坦然无
18: 7 时、岂不~久给他们伸冤么。
21:13 但这些事~必为你们的见证。
徒 1:21 稣在我们中间始~出入的时候
20:18 在你们中间始~为人如何、
罗 1:10 ~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
 8:36 ~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

林前13: 8 ~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
13: 8 ~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
13: 8 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
腓 1:19 之灵的帮助、~必叫我得救．
提后 3: 7 常学习、~久不能明白真道。
来 7: 3 无命之~、乃是与　神的儿子
11:22 临~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
12: 2 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的耶稣
12: 2 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的耶稣
启21: 6 我是~。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
22:13 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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