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 圣经(146次)

新约(63次)
福音书(30)
历史书(20)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10) 马可福音(11) 路加福音(9)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禁 jìn

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2)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1)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4)
历史书(2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8)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3)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83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1)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0) 约珥书(3)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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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9)
诗歌智慧书(13) 约伯记(2) 诗篇(7) 箴言(2) 传道书(1) 雅歌(1)

创45: 1 情不自~、吩咐一声说、人都
民11:28 说、请我主摩西~止他们。
申 2:37 华我们　神所~止我们去的地
 4:23 和华你　神所~止你作的偶像
士20:26 当日~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
撒上 3:13 自招咒诅、却不~止他们。

 7: 6 当日~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
31:13 的垂丝柳树下、就~食七日。

撒下 1:12 ~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
12:16 而且~食、进入内室、终夜躺
12:21 你~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
12:22 我~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
12:23 孩子死了我何必~食．我岂能
13:13 以求王、他必不~止我归你。
20: 3 守宫殿的十个妃嫔~闭在冷宫
20: 3 他们如同寡妇被~、直到死的

王上13:22 在耶和华~止你吃饭喝水的地
21: 9 你们当宣告~食、叫拿伯坐在
21:12 宣告~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
21:27 ~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

王下17: 4 了、就把他锁~、囚在监里。
23:33 哥将约哈斯锁~在哈马地的利

代上10:12 雅比的橡树下、就~食七日。
代下20: 3 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食。
拉 7:26 或充军、或抄家、或囚~。
 8:21 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食
 8:23 所以我们~食祈求我们的　神
尼 1: 4 在天上的　神面前~食祈祷说
 9: 1 以色列人聚集~食、身穿麻衣
斯 4: 3 ~食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灰
 4:16 为我~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
 4:16 也要这样~食．然后我违例进
 9:31 ~食呼求、是照犹大人末底改
伯 7:11 我不~止我口．我灵愁苦、要
11:10 将人拘~、招人受审、谁能阻
诗34:13 就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
35:13 ~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
69:10 以~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
76:10 荣美．人的余怒、你要~止。
109:24 我因~食、膝骨软弱．我身上
119:101我~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
141: 3 求你~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

箴 1:15 一道．~止你脚走他们的路．
10:19 免有过．~止嘴唇是有智慧。
传 2:10 我没有~止不享受的．因我的
歌 4:12 园、~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赛25: 5 ~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
56: 2 ~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
58: 3 我们~食、你为何不看见呢．
58: 3 你们~食的日子、仍求利益、
58: 4 你们~食、却互相争竞、以凶
58: 4 你们今日~食、不得使你们的
58: 5 这样~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
58: 5 你这可称为~食为耶和华所悦
58: 6 我所拣选的~食、不是要松开
耶14:10 不~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
14:12 他们~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
20: 9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
31:16 你~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
31:16 ~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作
32: 3 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
36: 6 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
36: 9 在耶和华面前宣告~食的日子
48:10 ~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
但 6: 7 要立一条坚定的~令．〔或作
 6: 8 现在求你立这~令、加盖玉玺
 6: 8 使~令决不更改、照玛代和波
 6: 9 于是大利乌王立这~令、加盖
 6:10 但以理知道这~令盖了玉玺、
 6:12 提王的~令、说、王阿、三十
 6:12 王不是在这~令上盖了玉玺么
 6:13 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令、他
 6:15 凡王所立的~令、和律例、都
 6:18 终夜~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
 9: 3 我便~食、披麻蒙灰、定意向
珥 1:14 你们要分定~食的日子、宣告
 2:12 你们应当~食、哭泣、悲哀、
 2:15 分定~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
拿 3: 5 便宣告~食、从最大的到至小
亚 7: 5 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食悲哀
 7: 5 悲哀、岂是丝毫向我~食么．
 8:19 四月五月~食的日子、七月十
 8:19 七月十月~食的日子、必变为
太 4: 2 他~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6:16 你们~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
 6:16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食．我
 6:17 你~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6:18 不叫人看出你~食来、只叫你
 9:14 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食、你
 9:14 你的门徒倒不~食、这是为什
 9:15 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食。
17:21 若不祷告~食、他就不出来。
19:14 不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
可 2:18 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食．
 2:18 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食
 2:18 你的门徒倒不~食、这是为什
 2:19 陪伴之人岂能~食呢．新郎还
 2:19 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食。
 2:20 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食。
 8:30 耶稣就~戒他们、不要告诉人
 9:29 有古卷在此有~食二字〕这一
 9:38 我们就~止他、因为他不跟从
 9:39 不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
10:14 不要~止他们．因为在　神国
路 2:37 ~食祈求、昼夜事奉　神。
 5:33 约翰的门徒屡次~食祈祷、法
 5:34 候、岂能叫陪伴之人~食呢。
 5:35 他们、那日他们就要~食了。
 9:49 我们就~止他．因为他不与我
 9:50 不要~止他．因为不敌挡你们
18:12 我一个礼拜~食两次、凡我所
18:16 不要~止他们．因为在　神国
23: 2 ~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
徒 2:24 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
 4:18 ~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
 5:28 我们不是严严的~止你们、不
10:47 谁能~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13: 2 ~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
13: 3 于是~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
14:23 又~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
15:20 吩咐他们~戒偶像的污秽和奸
15:29 就是~戒祭偶像的物、和血、
15:29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戒不犯
16: 6 圣灵既然~止他们在亚西亚讲
16:23 在监里、嘱咐~卒严紧看守。
16:24 ~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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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 ~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
16:29 ~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
16:33 ~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
16:34 于是~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
16:36 ~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
27: 9 已经过了~食的节期、行船又
28:31 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止。

林前 7: 5 免得撒但趁着你们情不自~、
 7: 9 倘若自己~止不住、就可以嫁
14:39 知讲道、也不要~止说方言。

林后 6: 5 监~、扰乱、勤劳、儆醒、不
12: 6 只是我~止不说、恐怕有人把
加 5:23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止。
帖前 5:22 各样的恶事要~戒不作。
提前 4: 3 他们~止嫁娶、又禁戒食物、

 4: 3 又~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
来11:36 捆锁、监~、各等的磨炼、
彼前 2:11 我劝你们要~戒肉体的私欲．

 3:10 须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
约叁 1:10 他也~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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