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戶 聖經(83次)

新約(24次)
福音書(2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9) 馬可福音(6)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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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戶 hù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2)

律法書(7)
歷史書(28)

預言書(2)

約書亞記(3)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6)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9)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2)

創世紀(7)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59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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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0) 詩篇(2) 箴言(6) 傳道書(2) 雅歌(1)

創 7:11 了、天上的窗~、也敞開了。
 8: 2 淵源和天上的窗~、都閉塞了
 8: 6 十天、挪亞開了方舟的窗~、
10: 9 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
10: 9 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
26: 8 從窗~裏往外觀看、見以撒和
26:13 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
書 2:15 用繩子將二人從窗~裏縋下去
 2:18 線繩繫在縋我們下去的窗~上
 2:21 又把朱紅線繩繫在窗~上。
士 5:28 從窗~裏往外觀看、從窗櫺中
撒上19:12 是米甲將大衛從窗~裏縋下去

23:23 我必從千門萬~中搜出他來。
25: 2 是一個大富~、有三千綿羊、
25: 6 要對那富~如此說、願你平安

撒下 6:16 從窗~裏觀看、見大衛王在耶
12: 1 一個是富~、一個是窮人。
12: 2 富~、有許多牛群羊群．
12: 4 有一客人來到這富~家裏．富
12: 4 富~捨不得從自己的牛群羊群
19:32 物來供給王．他原是大富~。

王上 7: 4 有窗~三層、窗與窗相對。
 7: 5 有窗~三層、窗與窗相對。

王下 4: 8 在那裏有一個大~的婦人、強
 7: 2 即便耶和華使天開了窗~、也
 7:19 即便耶和華使天開了窗~、也
 9:30 梳頭、從窗~裏往外觀看。
 9:32 耶戶抬頭向窗~觀看、說、誰
 9:32 有兩三個太監從窗~往外看他
13:17 你開朝東的窗~．他就開了．
15:20 向以色列一切大富~索要銀子
25: 9 房屋、就是各大~家的房屋。

代上15:29 掃羅的女兒米甲從窗~裏觀看
斯 9:28 家家~戶、世世代代、記念遵
 9:28 家家戶~、世世代代、記念遵
詩24: 7 永久的門~、你們要被舉起．
24: 9 永久的門~、你們要把頭抬起
箴 6: 5 如鹿脫離獵~的手、如鳥脫離
 7: 6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內、從我
10:15 富~的財物、是他的堅城．窮
22: 2 富~窮人、在世相遇、都為耶
22: 7 富~管轄窮人．欠債的是債主

22:16 並送禮與富~的、都必缺乏。
傳10:20 在你臥房也不可咒詛富~．因
12: 3 息、從窗~往外看的都昏暗、
歌 2: 9 從窗~往裏觀看、從窗櫺往裏
賽24:10 各家關門閉~、使人都不得進
24:18 因為天上的窗~都開了、地的
60: 8 又如鴿子向窗~飛回的、是誰
耶 9:21 進了我們的窗~、入了我們的
22:14 為自己開窗~．這樓房的護牆
52:13 房屋、就是各大~家的房屋。
但 6:10 他樓上的窗~、開向耶路撒冷
珥 2: 9 上房屋、進入窗~如同盜賊。
彌 6:12 城裏的富~滿行強暴、其中的
番 2:14 在窗~內有鳴叫的聲音．門檻
亞11:13 丟給窯~。我便將這三十塊錢
11:13 耶和華的殿中、丟給窯~了。
瑪 3:10 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
太21:33 租給園~、就往外國去了。
21:34 僕人、到園~那裏去收果子。
21:35 園~拿住僕人。打了一個、殺
21:36 更多．園~還是照樣待他們。
21:38 園~看見他兒子、就彼此說、
21:40 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呢。
21:41 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的園~
27: 7 就用那銀錢買了窯~的一塊田
27:10 買了窯~的一塊田．這是照著
可12: 1 租給園~、就往外國去了。
12: 2 打發一個僕人到園~那裏、要
12: 2 要從園~收葡萄園的果子。
12: 3 園~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
12: 7 那些園~彼此說、這是承受產
12: 9 他要來除滅那些園~、將葡萄
路20: 9 租給園~、就往外國去住了許
20:10 打發一個僕人到園~那裏去、
20:10 園~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
20:14 園~看見他、就彼此商量說、
20:16 他要來除滅這些園~、將葡萄

林後11:33 我就從窗~中、在筐子裏從城
提後 2:20 在大~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
啟 2:27 將他們如同窯~的瓦器打得粉
 6:15 富~、壯士、和一切為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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