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聖經(110次)

新約(32次)
福音書(14)
歷史書(5)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5)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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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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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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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書(16)
歷史書(24)

預言書(5)

約書亞記(4)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6)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5)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3)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0) 民數記(2) 申命記(1)
舊約(78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1)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6)
詩歌智慧書(6) 約伯記(3)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1)

創 7:16 耶和華就把他~在方舟裏頭。
19: 6 來、把門~上、到眾人那裏、
19:10 將羅得拉進屋去、把門~上．
利13: 4 司就要將有災病的人~鎖七天
13: 5 散、祭司還要將他~鎖七天．
13:11 不用將他~鎖、因為他是不潔
13:21 是發暗、就要將他~鎖七天．
13:26 是發暗、就要將他~鎖七天．
13:31 就要將長頭疥災病的~鎖七天
13:33 將那長頭疥的、再~鎖七天．
13:50 染了災病的物件、~鎖七天．
13:54 病的物件洗了、再~鎖七天．
14:32 不能將~乎得潔淨之物預備夠
民12:14 現在要把他在營外~鎖七天、
12:15 於是米利暗~鎖在營外七天．
申32:47 為這不是虛空與你們無~的事
書 2: 5 要~城門的時候、他們出去了
 2: 7 們的人一出去、城門就~了。
 6: 1 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得嚴緊
22:24 以色列的　神、有何~涉呢．
士 3:23 出到遊廊、將樓門盡都~鎖。
 3:24 看見樓門~鎖、就說、他必是
 9:51 進樓去、~上門、上了樓頂。

撒上 6:10 套在車上、將牛犢~在家裏。
撒下13:17 他一出去、你就~門上閂。

13:18 人就把他趕出去、~門上閂。
16:10 我與你們有何~涉呢。他咒罵
19:22 我與你們有何~涉、使你們今
21: 4 掃羅與他家的事並不~乎金銀
23: 5 ~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

王上12:16 與耶西的兒子並沒有~涉．以
王下 4: 4 ~上門、你和你兒子在裏面、

 4: 5 ~上門、自己和兒子在裏面．
 4:21 在神人的床上、~上門出來、
 4:33 他就~上門、只有自己和孩子
 6:32 就~上門、用門將他推出去．

代下10:16 與耶西的兒子並沒有~涉．以
尼 6:10 將殿門~鎖．因為他們要來殺
 7: 3 就要~門、上閂、也當派耶路
13:19 我就吩咐人將門~鎖、不過安
伯 3:10 因沒有把懷我胎的門~閉、也
18: 9 住他的腳跟、機~必擒獲他。

38: 8 出胎胞．那時誰將他~閉呢．
詩138: 8 耶和華必成全~乎我的事．耶
傳12: 4 街門~閉、推磨的響聲微小、
歌 4:12 乃是~鎖的園、禁閉的井、封
賽20: 3 作為~乎埃及、和古實的預兆
22:22 無人能~．他關、無人能開。
22:22 無人能關．他~、無人能開。
24:10 各家~門閉戶、使人都不得進
26:20 ~上門、隱藏片時、等到忿怒
45: 1 不得~閉、我對他如此說、
60:11 晝夜不~、使人把列國的財物
耶13:19 盡都~閉、無人開放．猶大全
15: 7 或作我在這地邊界的~口〕用
46: 2 論到~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軍
結 3:24 說、你進房屋去、將門~上。
 7:13 因為這異象~乎他們眾人、誰
12:10 這是~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
12:27 是~乎後來許多的日子、所說
24:19 你這樣行與我們有甚麼~係、
44: 1 地朝東的外門．那門~閉了。
44: 2 這門必須~閉、不可敞開、誰
44: 2 由其中進入、所以必須~閉。
46: 1 必須~閉、惟有安息日、和月
46: 2 這門直到晚上、不可~閉。
46:12 出去之後、當有人將門~閉。
但 8:17 因為這是~乎末後的異象。
 8:19 因為這是~乎末後的定期。
 8:23 面貌凶惡、能用雙~的詐語。
 8:26 因為~乎後來許多的日子。
10:14 因為這異象~乎後來許多的日
何 8:12 條、他卻以為與他毫無~涉。
14: 8 我與偶像還有甚麼~涉呢．我
拿 2: 6 地的門將我永遠~住。耶和華
彌 5: 6 劍毀壞亞述地和寧錄地的~口
鴻 3:13 你國中的~口、向仇敵敞開．
瑪 1:10 甚願你們中間有一人~上殿門
太 6: 6 ~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9: 9 坐在稅~上、就對他說、你跟
17:25 向誰徵收~稅丁稅．是向自己
23:13 把天國的門~了．自己不進去
25:10 同他進去坐席．門就~了。
可 2:14 坐在稅~上、就對他說、你跟

路 2:10 大喜的信息、是~乎萬民的．
 5:27 坐在稅~上、就對他說、你跟
11: 7 門已經~閉、孩子們也同我在
13:25 及至家主起來~了門、你們站
19:42 知道~係你平安的事．無奈這
22:37 因為那~係我的事、必然成就
約20:19 門都~了．耶穌來站在當中、
20:26 門都~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
徒 5:23 我們看見監牢~得極妥當、看
 8:21 無分無~．因為在　神面前、
18:15 若是~乎言語、名目、和你們
21:30 拉他出殿、殿門立刻都~了。
27:34 這是~乎你們救命的事．因為

林後11:30 就誇那~乎我軟弱的事便了。
加 4:17 把你們~在外面”〕你們、叫
 6:15 都無~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
弗 2:12 你們與基督無~、在以色列國
 3: 2 將~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來 4:13 在那與我們有~係的主眼前、
 9:28 並與罪無~、乃是為拯救他們

彼後 1: 3 神能已將一切~乎生命和虔敬
啟 3: 7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了就沒
 3: 7 ~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
 3: 8 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的。
20: 3 將無底坑~閉、用印封上、使
21:25 城門白晝總不~閉．在那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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