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晝 聖經(84次)

新約(25次)
福音書(4)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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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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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7)

律法書(18)
歷史書(16)

預言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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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7) 出埃及記(3)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6)
舊約(59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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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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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2) 詩篇(8)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0)

創 1: 5 　神稱光為~、稱暗為夜．有
 1:14 可以分~夜、作記號、定節令
 1:16 大的管~、小的管夜．又造眾
 1:18 管理~夜、分別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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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使東風颳
24:18 雲中上山、在山上四十~夜。
34:28 摩西在耶和華那裏四十~夜、
利 8:35 七天你們要~夜住在會幕門口
民 9:21 有時~夜雲彩停在帳幕上、收
申 9: 9 那時我在山上住了四十~夜、
 9:11 過了四十~夜、耶和華把那兩
 9:18 前俯伏在耶和華面前四十~夜
 9:25 耶和華面前照舊俯伏四十~夜
10:10 又像從前在山上住了四十~夜
28:66 你~夜恐懼、自料性命難保。
書 1: 8 總要~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
士 6:27 不敢在白~行這事、就在夜間
撒上19:24 一~一夜、露體躺臥。因此有

25:16 候、他們~夜作我們的保障。
28:20 那一~一夜、沒有吃甚麼、就

王上 8:29 願你~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
 8:59 願耶和華我們的　神~夜垂念
19: 8 走了四十~夜、到了　神的山

代上 9:33 ~夜供職、不作別樣的工。
代下 6:20 願你~夜看顧這殿、就是你應
尼 1: 6 你僕人~夜在你面前為你眾僕
 4: 9 故、就派人看守、~夜防備。
 4:22 在夜間保守我們、白~作工。
 9:12 並且白~用雲柱引導他們、黑
 9:19 白~、雲柱不離開他們、仍引
斯 4:16 為我禁食三~三夜、不吃不喝
伯 5:14 他們白~遇見黑暗、午間摸索
17:12 他們以黑夜為白~．說、亮光
詩 1: 2 ~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42: 3 我~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
42: 8 白~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黑
55:10 他們在城牆上~夜繞行．在城
74:16 白~屬你、黑夜也屬你．亮光
88: 1 神阿、我~夜在你面前呼籲。

136: 8 他造日頭管白~、因他的慈愛
139:12 黑夜卻如白~發亮．黑暗和光
傳 8:16 有~夜不睡覺、不合眼的）
賽27: 3 ~夜看守、免得有人損害。
28:19 白~黑夜都必如此。明白傳言
34:10 ~夜總不熄滅、煙氣永遠上騰
60:11 ~夜不關、使人把列國的財物
60:19 日頭不再作你白~的光、月亮
62: 6 他們~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
耶 9: 1 同〕中被殺的人、~夜哭泣。
14:17 ~夜不息．因為我百姓〔原文
15: 9 尚在白~、日頭忽落．他抱愧
16:13 你們在那裏必~夜事奉別神．
哀 2:18 ~夜不息．願你眼中的瞳人、
摩 8: 9 午間落下、使地在白~黑暗。
彌 3: 6 向你們沉落、白~變為黑暗。
亞14: 7 不是白~、也不是黑夜、到了
太 4: 2 他禁食四十~夜、後來就餓了
可 5: 5 他~夜常在墳塋裏和山中喊叫
路 2:37 禁食祈求、~夜事奉　神。
18: 7 ~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
徒 9:24 他們又~夜在城門守候要殺他
20:31 ~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
26: 7 ~夜切切的事奉　神、都指望
羅13:12 白~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
13:13 好像行在白~．不可荒宴醉酒

林後11:25 壞三次、一~一夜在深海裏。
帖前 2: 9 ~夜作工、傳　神的福音給你

 3:10 我們~夜切切的祈求、要見你
 5: 5 都是白~之子、我們不是屬黑
 5: 8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就應當

帖後 3: 8 ~夜作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
提前 5: 5 　神、~夜不住的祈求禱告。
提後 1: 4 ~夜切切的想要見你、好叫我
彼後 2:13 這些人喜愛白~宴樂、他們已
啟 4: 8 他們~夜不住的說、聖哉、聖
 7:15 ~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寶座
 8:12 白~的三分之一沒有光、黑夜
12:10 我們　神面前~夜控告我們弟
14:11 名之印記的、~夜不得安寧。
20:10 他們必~夜受痛苦、直到永永
21:25 城門白~總不關閉．在那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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