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 圣经(113次)

新约(24次)
福音书(23)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8) 路加福音(10)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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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村 cūn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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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8)
历史书(75)

预言书(0)

约书亚记(32) 士师记(7)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
代志上(18)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3) 以斯帖记(1)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4) 申命记(2)
旧约(89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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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
诗歌智慧书(2)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1)

创25:16 照着他们的~庄、营寨、作了
利25:31 但房屋在无城墙的~庄里、要
民21:25 是希实本与希实本的一切乡~
32:41 去占了基列的~庄、就称这些
32:41 就称这些~庄、为哈倭特睚珥
32:42 挪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
申 2:23 将先前住在乡~直到迦萨的亚
 3: 5 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
书13:23 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庄。
13:28 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庄。
15:32 十九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5:36 十四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5:41 十六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5:44 共九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5:45 伦、和属以革伦的镇市~庄．
15:46 实突之地、并属其地的~庄。
15:47 和属亚实突的镇市~庄．迦萨
15:47 和属迦萨的镇市~庄．直到埃
15:51 十一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5:54 共九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5:57 共十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5:59 共六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5:60 共两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5:62 共六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6: 9 和属城的~庄．这都是分给以
18:24 十二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8:28 还有属城的~庄．这是便雅悯
19: 6 十三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9: 7 共四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9: 8 并有这些城邑四围一切的~庄
19:15 十二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9:16 并属城的~庄、就是西布伦人
19:22 十六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9:23 这些城并属城的~庄、就是以
19:30 十二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9:31 并属城的~庄、就是亚设支派
19:38 十九座城、还有属城的~庄．
19:39 并属城的~庄、就是拿弗他利
19:48 并属城的~庄、就是但支派按
21:12 和~庄、给了耶孚尼的儿子迦
士 1:27 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的居民
 1:27 他纳和属他纳乡~的居民、多

 1:27 多珥和属多珥乡~的居民、以
 1:27 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的居民
 1:27 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的居民
11:26 人住希实本和属希实本的乡~
11:26 亚罗珥和属亚罗珥的乡~、并

撒上 6:18 就是坚固的城邑和乡~、以及
代上 2:23 并基纳和其乡~、共六十个．

 4:33 还有属城的乡~、直到巴力．
 5:16 和巴珊的乡~、并沙仑的郊野
 6:56 只是属城的田地和~庄、都为
 7:28 是伯特利与其~庄．东边拿兰
 7:28 与其~庄、示剑与其村庄、直
 7:28 示剑与其~庄、直到迦萨与其
 7:28 其村庄、直到迦萨与其~庄。
 7:29 伯善与其~庄、他纳与其村庄
 7:29 他纳与其~庄、米吉多与其村
 7:29 米吉多与其~庄、多珥与其村
 7:29 多珥与其~庄．以色列儿子约
 8:12 挪、和罗德二城、与其~庄。
 9:16 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庄。
 9:22 他们在自己的~庄按着家谱计
 9:25 他们的族弟兄住在~庄、每七
18: 1 取了迦特、和属迦特的~庄．
27:25 掌管田野城邑~庄保障之仓库

代下28:18 和属梭哥的乡~．亭纳和属亭
28:18 亭纳和属亭纳的乡~．瑾锁和
28:18 瑾锁和属瑾锁的乡~、就住在
尼 6: 2 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庄~相会
11:25 至于庄~、和属庄村的田地、
11:25 和属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
11:25 和属基列亚巴的乡~、底本、
11:25 和属底本的乡~、叶甲薛和属
11:25 叶甲薛和属叶甲薛的庄~、
11:27 别是巴和属别是巴的乡~、
11:28 米哥拿、和属米哥拿的乡~、
11:30 和属这两处的庄~、拉吉、和
11:30 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他
11:31 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
12:28 和尼陀法的~庄、与伯吉甲、
12:28 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庄。
斯 9:19 所以住无城墙乡~的犹大人、
诗10: 8 他在~庄埋伏等候．他在隐密

歌 7:11 间去．你我可以在~庄住宿。
赛42:11 并基达人居住的~庄、都当扬
耶49: 2 属他的乡~〔原文作女子〕要
结38:11 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我要
亚 2: 4 好像无城墙的乡~、因为人民
太10:11 那一~、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
14:15 他们好往~子里去、自己买吃
21: 2 你们往对面~子里去、必看见
可 1:38 到邻近的乡~、我也好在那里
 6: 6 就往周围乡~教训人去了。
 6:36 他们好往四面乡~里去、自己
 6:56 或~中、或城里、或乡间、他
 8:23 领他到~外．就吐唾沫在他眼
 8:26 说、连这~子你也不要进去。
 8:27 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庄去。
11: 2 你们往对面~子里去．一进去
路 5:17 从加利利各乡~和犹太并耶路
 9:12 们好往四面乡~里去借宿找吃
 9:52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庄
 9:56 说着就往别的~庄去了。〔有
10:38 耶稣进了一个~庄．有一个女
17:12 进入一个~子、有十个长大痲
19:30 你们往对面~子里去．进去的
24:13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子去
24:13 这~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
24:28 将近他们所去的~子、耶稣好
约11: 1 是马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庄
11:30 耶稣还没有进~子、仍在马大
徒 8:25 在撒玛利亚好些~庄传扬福音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村 cūn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