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 圣经(83次)

新约(24次)
福音书(2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9) 马可福音(6)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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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户 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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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7)
历史书(28)

预言书(2)

约书亚记(3)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6)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9)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2)

创世纪(7)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59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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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0) 诗篇(2) 箴言(6) 传道书(2) 雅歌(1)

创 7:11 了、天上的窗~、也敞开了。
 8: 2 渊源和天上的窗~、都闭塞了
 8: 6 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
10: 9 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
10: 9 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
26: 8 从窗~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
26:13 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
书 2:15 用绳子将二人从窗~里缒下去
 2:18 线绳系在缒我们下去的窗~上
 2:21 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上。
士 5:28 从窗~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
撒上19:12 是米甲将大卫从窗~里缒下去

23:23 我必从千门万~中搜出他来。
25: 2 是一个大富~、有三千绵羊、
25: 6 要对那富~如此说、愿你平安

撒下 6:16 从窗~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
12: 1 一个是富~、一个是穷人。
12: 2 富~、有许多牛群羊群．
12: 4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家里．富
12: 4 富~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
19:32 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

王上 7: 4 有窗~三层、窗与窗相对。
 7: 5 有窗~三层、窗与窗相对。

王下 4: 8 在那里有一个大~的妇人、强
 7: 2 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也
 7:19 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也
 9:30 梳头、从窗~里往外观看。
 9:32 耶户抬头向窗~观看、说、谁
 9:32 有两三个太监从窗~往外看他
13:17 你开朝东的窗~．他就开了．
15:20 向以色列一切大富~索要银子
25: 9 房屋、就是各大~家的房屋。

代上15:29 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里观看
斯 9:28 家家~户、世世代代、记念遵
 9:28 家家户~、世世代代、记念遵
诗24: 7 永久的门~、你们要被举起．
24: 9 永久的门~、你们要把头抬起
箴 6: 5 如鹿脱离猎~的手、如鸟脱离
 7: 6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内、从我
10:15 富~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
22: 2 富~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
22: 7 富~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

22:16 并送礼与富~的、都必缺乏。
传10:20 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因
12: 3 息、从窗~往外看的都昏暗、
歌 2: 9 从窗~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
赛24:10 各家关门闭~、使人都不得进
24:18 因为天上的窗~都开了、地的
60: 8 又如鸽子向窗~飞回的、是谁
耶 9:21 进了我们的窗~、入了我们的
22:14 为自己开窗~．这楼房的护墙
52:13 房屋、就是各大~家的房屋。
但 6:10 他楼上的窗~、开向耶路撒冷
珥 2: 9 上房屋、进入窗~如同盗贼。
弥 6:12 城里的富~满行强暴、其中的
番 2:14 在窗~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
亚11:13 丢给窑~。我便将这三十块钱
11:13 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了。
玛 3:10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
太21:33 租给园~、就往外国去了。
21:34 仆人、到园~那里去收果子。
21:35 园~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
21:36 更多．园~还是照样待他们。
21:38 园~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
21:40 候、要怎样处治这些园~呢。
21:41 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
27: 7 就用那银钱买了窑~的一块田
27:10 买了窑~的一块田．这是照着
可12: 1 租给园~、就往外国去了。
12: 2 打发一个仆人到园~那里、要
12: 2 要从园~收葡萄园的果子。
12: 3 园~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
12: 7 那些园~彼此说、这是承受产
12: 9 他要来除灭那些园~、将葡萄
路20: 9 租给园~、就往外国去住了许
20:10 打发一个仆人到园~那里去、
20:10 园~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
20:14 园~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
20:16 他要来除灭这些园~、将葡萄

林后11:33 我就从窗~中、在筐子里从城
提后 2:20 在大~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
启 2:27 将他们如同窑~的瓦器打得粉
 6:15 富~、壮士、和一切为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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