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昼 圣经(84次)

新约(25次)
福音书(4)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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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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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7)

律法书(18)
历史书(16)

预言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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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7) 出埃及记(3)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6)
旧约(59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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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2) 诗篇(8)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0)

创 1: 5 　神称光为~、称暗为夜．有
 1:14 可以分~夜、作记号、定节令
 1:16 大的管~、小的管夜．又造众
 1:18 管理~夜、分别明暗．　神看
 7: 4 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夜、把
 7:12 四十~夜降大雨在地上。
 8:22 冬夏、~夜、就永不停息了。
出10:13 那一~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
24:18 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夜。
34:28 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夜、
利 8:35 七天你们要~夜住在会幕门口
民 9:21 有时~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
申 9: 9 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夜、
 9:11 过了四十~夜、耶和华把那两
 9:18 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夜
 9:25 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夜
10:10 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夜
28:66 你~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
书 1: 8 总要~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
士 6:27 不敢在白~行这事、就在夜间
撒上19:24 一~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

25:16 候、他们~夜作我们的保障。
28:20 那一~一夜、没有吃什么、就

王上 8:29 愿你~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
 8:59 愿耶和华我们的　神~夜垂念
19: 8 走了四十~夜、到了　神的山

代上 9:33 ~夜供职、不作别样的工。
代下 6:20 愿你~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
尼 1: 6 你仆人~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
 4: 9 故、就派人看守、~夜防备。
 4:22 在夜间保守我们、白~作工。
 9:12 并且白~用云柱引导他们、黑
 9:19 白~、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
斯 4:16 为我禁食三~三夜、不吃不喝
伯 5:14 他们白~遇见黑暗、午间摸索
17:12 他们以黑夜为白~．说、亮光
诗 1: 2 ~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42: 3 我~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
42: 8 白~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
55:10 他们在城墙上~夜绕行．在城
74:16 白~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
88: 1 神阿、我~夜在你面前呼吁。

136: 8 他造日头管白~、因他的慈爱
139:12 黑夜却如白~发亮．黑暗和光
传 8:16 有~夜不睡觉、不合眼的）
赛27: 3 ~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
28:19 白~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
34:10 ~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
60:11 ~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
60:19 日头不再作你白~的光、月亮
62: 6 他们~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
耶 9: 1 同〕中被杀的人、~夜哭泣。
14:17 ~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原文
15: 9 尚在白~、日头忽落．他抱愧
16:13 你们在那里必~夜事奉别神．
哀 2:18 ~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人、
摩 8: 9 午间落下、使地在白~黑暗。
弥 3: 6 向你们沉落、白~变为黑暗。
亚14: 7 不是白~、也不是黑夜、到了
太 4: 2 他禁食四十~夜、后来就饿了
可 5: 5 他~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
路 2:37 禁食祈求、~夜事奉　神。
18: 7 ~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
徒 9:24 他们又~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
20:31 ~夜不住的流泪、劝戒你们各
26: 7 ~夜切切的事奉　神、都指望
罗13:12 白~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
13:13 好像行在白~．不可荒宴醉酒

林后11:25 坏三次、一~一夜在深海里。
帖前 2: 9 ~夜作工、传　神的福音给你

 3:10 我们~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
 5: 5 都是白~之子、我们不是属黑
 5: 8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就应当

帖后 3: 8 ~夜作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
提前 5: 5 　神、~夜不住的祈求祷告。
提后 1: 4 ~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
彼后 2:13 这些人喜爱白~宴乐、他们已
启 4: 8 他们~夜不住的说、圣哉、圣
 7:15 ~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宝座
 8:12 白~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
12:10 我们　神面前~夜控告我们弟
14:11 名之印记的、~夜不得安宁。
20:10 他们必~夜受痛苦、直到永永
21:25 城门白~总不关闭．在那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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