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終 聖經(144次)

新約(19次)
福音書(4)
歷史書(2)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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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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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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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16)
歷史書(30)

預言書(2)

約書亞記(1)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8)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4)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5) 申命記(6)
舊約(125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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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58) 約伯記(5) 詩篇(30) 箴言(17) 傳道書(6) 雅歌(0)

創 3:14 你必用肚子行走、~身吃土。
 3:17 你必~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
 6: 5 大、~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46: 4 約瑟必給你送~。〔原文作將
出14:20 邊發光、~夜兩下不得相近。
民11:32 ~日終夜、並次日一整天、捕
11:32 終日~夜、並次日一整天、捕
23:10 而死、我願如義人之~而終。
23:10 而死、我願如義人之終而~。
24:20 為諸國之首、但他~必沉淪。
申 8:16 你、試驗你、叫你~久享福。
11:12 從歲首到年~、耶和華你　神
22:19 仍作他的妻、~身不可休他。
22:29 要娶他為妻、~身不可休他。
28:32 你的眼目~日切望、甚至失明
33:12 耶和華~日遮蔽他、也住在他
書10: 9 約書亞就~夜從吉甲上去、猛
士11:37 在山上、好哀哭我~為處女。
11:38 在山上為他~為處女哀哭。
11:39 了．女兒~身沒有親近男子。
16: 2 ~夜在城門悄悄埋伏、說、等
19:25 ~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

撒上 1:11 我必使他~身歸與耶和華、不
 1:28 使他~身歸與耶和華。於是在
 3:12 了時候我必始~應驗在以利身
15:11 便甚憂愁、~夜哀求耶和華。

撒下 2:26 你豈不知~久必有苦楚麼．你
12:16 進入內室、~夜躺在地上。
23: 7 和槍桿、~久他必被火焚燒。

王上 8:61 他的誡命、至~如今日一樣。
11:34 使他~身為君、是因我所揀選

王下15:18 ~身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
25:29 他~身常在巴比倫王面前吃飯
25:30 日賜他一分、~身都是這樣。

代上23:27 照著大衛臨~所吩咐的、利未
29:29 大衛王始~的事、都寫在先見

代下 9:29 自始至~、不都寫在先知拿單
12:15 自始至~、不都寫在先知示瑪
16:11 自始至~、都寫在猶大和以色
20:34 自始至~、都寫在哈拿尼的兒
25:26 自始至~、不都寫在猶大和以
26:22 自始至~、都是亞摩斯的兒子

28:26 自始至~都寫在猶大和以色列
35:27 並他自始至~所行的、都寫在
拉 4:13 課、納稅、~久王必受虧損．
斯 6:13 能勝他、~必在他面前敗落。
伯 8: 7 初雖然微小、~久必甚發達。
20: 7 他~必滅亡、像自己的糞一樣
21:25 痛苦、~身未嘗福樂的滋味。
24: 7 ~夜赤身無衣、天氣寒冷毫無
29:19 邊、露水~夜霑在我的枝上．
詩13: 2 ~日愁苦、要到幾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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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骨頭枯乾。
35:28 要~日論說你的公義、時常讚
36: 2 以為他的罪孽~不顯露、不被
37:26 他~日恩待人、借給人．他的
37:38 必一同滅絕．惡人~必剪除。
38: 6 疼痛、大大拳曲、~日哀痛。
38:12 口出惡言、~日思想詭計。
39: 4 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我的
44: 8 我們~日因　神誇耀、還要永
44:15 ~日在我面前我臉上的羞愧、
44:22 我們為你的緣故~日被殺、人
56: 1 把我吞了、~日攻擊欺壓我。
56: 2 我的仇敵~日要把我吞了．因
56: 5 他們~日顛倒我的話．他們一
59:15 物．若不得飽、就~夜在外。
71: 8 的榮耀、~日必滿了我的口。
71:15 我的口~日要述說你的公義、
71:24 必~日講論你的公義、因為那
72:15 常常為他禱告、~日稱頌他。
73:14 因為我~日遭災難、每早晨受
74:22 要記念愚頑人怎樣~日辱罵你
78:14 彩、~夜用火光、引導他們。
86: 3 你憐憫我、因我~日求告你。
88:17 這些~日如水環繞我、一齊都
89:16 他們因你的名~日歡樂、因你
102: 8 我的仇敵~日辱罵我．向我猖
119:97 你的律法、~日不住地思想。
箴 5: 4 至~卻苦似茵蔯、快如兩刃的
 5:11 ~久你皮肉和身體消毀、你就
14:12 以為正．至~成為死亡之路。

14:24 愚妄人的愚昧、~是愚昧。
16:25 以為正、至~成為死亡之路。
19: 5 吐出謊言的、~不能逃脫。
19:20 受訓誨、使你~久有智慧。
20:21 速得的產業、~久卻不為福。
21:26 有~日貪得無饜的．義人施捨
23:17 罪人．只要~日敬畏耶和華。
23:18 因為至~必有善報．你的指望
23:31 ~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
24:14 至~必有善報．你的指望、也
24:20 因為惡人~不得善報．惡人的
25: 8 免得至~被他羞辱、你就不知
29:21 這僕人~久必成了他的兒子。
31:18 所經營的有利他的燈~夜不滅
傳 3:11 然而　神從始至~的作為、人
 3:12 世人、莫強如~身喜樂行善。
 5:17 並且他~身在黑暗中吃喝、多
 7: 3 因為面帶愁容~必使心喜樂。
 7: 8 事情的~局、強如事情的起頭
 8:12 前敬畏的人、~久必得福樂。
賽 8: 9 ~必破壞．遠方的眾人哪、當
 8: 9 ~必破壞．你們束起腰來、終
 8: 9 你們束起腰來、~必破壞。
 8:10 ~歸無有．任憑你們言定、終
 8:10 ~不成立．因為　神與我們同
29: 2 我~必使亞利伊勒困難．他必
耶 6:29 ~是徒然．因為惡劣的還未除
17:11 離開他、他~久成為愚頑人。
20: 7 我~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
20: 8 為耶和華的話~日成了我的凌
52:33 他~身在巴比倫王面前吃飯。
52:34 ~身是這樣、直到他死的日子
哀 1:13 轉回．他使我~日淒涼發昏。
 3: 3 他真是~日再三反手攻擊我。
 3:14 笑話．他們~日以我為歌曲。
 3:62 以及~日向我所設的計謀。
結30:16 日見仇敵。〔白日或作~日〕
但 6:18 ~夜禁食、無人拿樂器到他面
 8:25 君、至~卻非因人手而滅亡。
 9:26 至~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
摩 8:10 子、至~如痛苦的日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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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無
18: 7 時、豈不~久給他們伸冤麼。
21:13 但這些事~必為你們的見證。
徒 1:21 穌在我們中間始~出入的時候
20:18 在你們中間始~為人如何、
羅 1:10 ~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裏
 8:36 ~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

林前13: 8 ~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
13: 8 ~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
13: 8 停止、知識也~必歸於無有。
腓 1:19 之靈的幫助、~必叫我得救．
提後 3: 7 常學習、~久不能明白真道。
來 7: 3 無命之~、乃是與　神的兒子
11:22 臨~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
12: 2 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的耶穌
12: 2 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的耶穌
啟21: 6 我是~。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
22:13 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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