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圣经(110次)

新约(32次)
福音书(14)
历史书(5)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5)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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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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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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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书(16)
历史书(24)

预言书(5)

约书亚记(4)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6)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5)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3)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0) 民数记(2) 申命记(1)
旧约(78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6)
诗歌智慧书(6) 约伯记(3)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1)

创 7:16 耶和华就把他~在方舟里头。
19: 6 来、把门~上、到众人那里、
19:10 将罗得拉进屋去、把门~上．
利13: 4 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锁七天
13: 5 散、祭司还要将他~锁七天．
13:11 不用将他~锁、因为他是不洁
13:21 是发暗、就要将他~锁七天．
13:26 是发暗、就要将他~锁七天．
13:31 就要将长头疥灾病的~锁七天
13:33 将那长头疥的、再~锁七天．
13:50 染了灾病的物件、~锁七天．
13:54 病的物件洗了、再~锁七天．
14:32 不能将~乎得洁净之物预备够
民12:14 现在要把他在营外~锁七天、
12:15 于是米利暗~锁在营外七天．
申32:47 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的事
书 2: 5 要~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
 2: 7 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了。
 6: 1 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得严紧
22:24 以色列的　神、有何~涉呢．
士 3:23 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锁。
 3:24 看见楼门~锁、就说、他必是
 9:51 进楼去、~上门、上了楼顶。

撒上 6:10 套在车上、将牛犊~在家里。
撒下13:17 他一出去、你就~门上闩。

13:18 人就把他赶出去、~门上闩。
16:10 我与你们有何~涉呢。他咒骂
19:22 我与你们有何~涉、使你们今
21: 4 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乎金银
23: 5 ~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

王上12:16 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涉．以
王下 4: 4 ~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

 4: 5 ~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4:21 在神人的床上、~上门出来、
 4:33 他就~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
 6:32 就~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

代下10:16 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涉．以
尼 6:10 将殿门~锁．因为他们要来杀
 7: 3 就要~门、上闩、也当派耶路
13:19 我就吩咐人将门~锁、不过安
伯 3:10 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闭、也
18: 9 住他的脚跟、机~必擒获他。

38: 8 出胎胞．那时谁将他~闭呢．
诗138: 8 耶和华必成全~乎我的事．耶
传12: 4 街门~闭、推磨的响声微小、
歌 4:12 乃是~锁的园、禁闭的井、封
赛20: 3 作为~乎埃及、和古实的预兆
22:22 无人能~．他关、无人能开。
22:22 无人能关．他~、无人能开。
24:10 各家~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
26:20 ~上门、隐藏片时、等到忿怒
45: 1 不得~闭、我对他如此说、
60:11 昼夜不~、使人把列国的财物
耶13:19 尽都~闭、无人开放．犹大全
15: 7 或作我在这地边界的~口〕用
46: 2 论到~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
结 3:24 说、你进房屋去、将门~上。
 7:13 因为这异象~乎他们众人、谁
12:10 这是~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
12:27 是~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
24:19 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系、
44: 1 地朝东的外门．那门~闭了。
44: 2 这门必须~闭、不可敞开、谁
44: 2 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闭。
46: 1 必须~闭、惟有安息日、和月
46: 2 这门直到晚上、不可~闭。
46:12 出去之后、当有人将门~闭。
但 8:17 因为这是~乎末后的异象。
 8:19 因为这是~乎末后的定期。
 8:23 面貌凶恶、能用双~的诈语。
 8:26 因为~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10:14 因为这异象~乎后来许多的日
何 8:12 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涉。
14: 8 我与偶像还有什么~涉呢．我
拿 2: 6 地的门将我永远~住。耶和华
弥 5: 6 剑毁坏亚述地和宁录地的~口
鸿 3:13 你国中的~口、向仇敌敞开．
玛 1:10 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上殿门
太 6: 6 ~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9: 9 坐在税~上、就对他说、你跟
17:25 向谁征收~税丁税．是向自己
23:13 把天国的门~了．自己不进去
25:10 同他进去坐席．门就~了。
可 2:14 坐在税~上、就对他说、你跟

路 2:10 大喜的信息、是~乎万民的．
 5:27 坐在税~上、就对他说、你跟
11: 7 门已经~闭、孩子们也同我在
13:25 及至家主起来~了门、你们站
19:42 知道~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
22:37 因为那~系我的事、必然成就
约20:19 门都~了．耶稣来站在当中、
20:26 门都~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徒 5:23 我们看见监牢~得极妥当、看
 8:21 无分无~．因为在　神面前、
18:15 若是~乎言语、名目、和你们
21:30 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了。
27:34 这是~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

林后11:30 就夸那~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加 4:17 把你们~在外面”〕你们、叫
 6:15 都无~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
弗 2:12 你们与基督无~、在以色列国
 3: 2 将~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来 4:13 在那与我们有~系的主眼前、
 9:28 并与罪无~、乃是为拯救他们

彼后 1: 3 神能已将一切~乎生命和虔敬
启 3: 7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了就没
 3: 7 ~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3: 8 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的。
20: 3 将无底坑~闭、用印封上、使
21:25 城门白昼总不~闭．在那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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