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 聖經(146次)

新約(63次)
福音書(30)
歷史書(20)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10) 馬可福音(11) 路加福音(9)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禁 jìn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2)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1)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4)
歷史書(2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8)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3)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83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11)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0) 約珥書(3)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4)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9)
詩歌智慧書(13) 約伯記(2) 詩篇(7) 箴言(2) 傳道書(1) 雅歌(1)

創45: 1 情不自~、吩咐一聲說、人都
民11:28 說、請我主摩西~止他們。
申 2:37 華我們　神所~止我們去的地
 4:23 和華你　神所~止你作的偶像
士20:26 當日~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
撒上 3:13 自招咒詛、卻不~止他們。

 7: 6 當日~食說、我們得罪了耶和
31:13 的垂絲柳樹下、就~食七日。

撒下 1:12 ~食到晚上、是因掃羅和他兒
12:16 而且~食、進入內室、終夜躺
12:21 你~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
12:22 我~食哭泣、因為我想、或者
12:23 孩子死了我何必~食．我豈能
13:13 以求王、他必不~止我歸你。
20: 3 守宮殿的十個妃嬪~閉在冷宮
20: 3 他們如同寡婦被~、直到死的

王上13:22 在耶和華~止你吃飯喝水的地
21: 9 你們當宣告~食、叫拿伯坐在
21:12 宣告~食、叫拿伯坐在民間的
21:27 ~食、身穿麻布、睡臥也穿著

王下17: 4 了、就把他鎖~、囚在監裏。
23:33 哥將約哈斯鎖~在哈馬地的利

代上10:12 雅比的橡樹下、就~食七日。
代下20: 3 和華．在猶大全地宣告~食。
拉 7:26 或充軍、或抄家、或囚~。
 8:21 那時我在亞哈瓦河邊宣告~食
 8:23 所以我們~食祈求我們的　神
尼 1: 4 在天上的　神面前~食祈禱說
 9: 1 以色列人聚集~食、身穿麻衣
斯 4: 3 ~食哭泣哀號．穿麻衣躺在灰
 4:16 為我~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
 4:16 也要這樣~食．然後我違例進
 9:31 ~食呼求、是照猶大人末底改
伯 7:11 我不~止我口．我靈愁苦、要
11:10 將人拘~、招人受審、誰能阻
詩34:13 就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
35:13 ~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歸
69:10 以~食刻苦我心、這倒算為我
76:10 榮美．人的餘怒、你要~止。
109:24 我因~食、膝骨軟弱．我身上
119:101我~止我腳走一切的邪路、為
141: 3 求你~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

箴 1:15 一道．~止你腳走他們的路．
10:19 免有過．~止嘴唇是有智慧。
傳 2:10 我沒有~止不享受的．因我的
歌 4:12 園、~閉的井、封閉的泉源。
賽25: 5 ~止強暴人的凱歌、好像熱氣
56: 2 ~止己手而不作惡．如此行、
58: 3 我們~食、你為何不看見呢．
58: 3 你們~食的日子、仍求利益、
58: 4 你們~食、卻互相爭競、以凶
58: 4 你們今日~食、不得使你們的
58: 5 這樣~食、豈是我所揀選使人
58: 5 你這可稱為~食為耶和華所悅
58: 6 我所揀選的~食、不是要鬆開
耶14:10 不~止腳步．所以耶和華不悅
14:12 他們~食的時候、我不聽他們
20: 9 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
31:16 你~止聲音不要哀哭、禁止眼
31:16 ~止眼目不要流淚、因你所作
32: 3 因為猶大王西底家已將他囚~
36: 6 趁~食的日子、在耶和華殿中
36: 9 在耶和華面前宣告~食的日子
48:10 ~止刀劍不經血的、必受咒詛
但 6: 7 要立一條堅定的~令．〔或作
 6: 8 現在求你立這~令、加蓋玉璽
 6: 8 使~令決不更改、照瑪代和波
 6: 9 於是大利烏王立這~令、加蓋
 6:10 但以理知道這~令蓋了玉璽、
 6:12 提王的~令、說、王阿、三十
 6:12 王不是在這~令上蓋了玉璽麼
 6:13 也不遵你蓋了玉璽的~令、他
 6:15 凡王所立的~令、和律例、都
 6:18 終夜~食、無人拿樂器到他面
 9: 3 我便~食、披麻蒙灰、定意向
珥 1:14 你們要分定~食的日子、宣告
 2:12 你們應當~食、哭泣、悲哀、
 2:15 分定~食的日子、宣告嚴肅會
拿 3: 5 便宣告~食、從最大的到至小
亞 7: 5 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食悲哀
 7: 5 悲哀、豈是絲毫向我~食麼．
 8:19 四月五月~食的日子、七月十
 8:19 七月十月~食的日子、必變為
太 4: 2 他~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6:16 你們~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
 6:16 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食．我
 6:17 你~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
 6:18 不叫人看出你~食來、只叫你
 9:14 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食、你
 9:14 你的門徒倒不~食、這是為甚
 9:15 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食。
17:21 若不禱告~食、他就不出來。
19:14 不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
可 2:18 約翰的門徒和法利賽人~食．
 2:18 的門徒和法利賽人的門徒~食
 2:18 你的門徒倒不~食、這是為甚
 2:19 陪伴之人豈能~食呢．新郎還
 2:19 新郎還同在、他們不能~食。
 2:20 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食。
 8:30 耶穌就~戒他們、不要告訴人
 9:29 有古卷在此有~食二字〕這一
 9:38 我們就~止他、因為他不跟從
 9:39 不要~止他．因為沒有人奉我
10:14 不要~止他們．因為在　神國
路 2:37 ~食祈求、晝夜事奉　神。
 5:33 約翰的門徒屢次~食祈禱、法
 5:34 候、豈能叫陪伴之人~食呢。
 5:35 他們、那日他們就要~食了。
 9:49 我們就~止他．因為他不與我
 9:50 不要~止他．因為不敵擋你們
18:12 我一個禮拜~食兩次、凡我所
18:16 不要~止他們．因為在　神國
23: 2 ~止納稅給該撒、並說自己是
徒 2:24 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
 4:18 ~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
 5:28 我們不是嚴嚴的~止你們、不
10:47 誰能~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
13: 2 ~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
13: 3 於是~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
14:23 又~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
15:20 吩咐他們~戒偶像的污穢和姦
15:29 就是~戒祭偶像的物、和血、
15:29 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戒不犯
16: 6 聖靈既然~止他們在亞西亞講
16:23 在監裏、囑咐~卒嚴緊看守。
16:24 ~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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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 ~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
16:29 ~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
16:33 ~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
16:34 於是~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
16:36 ~卒就把這話告訴保羅說、官
27: 9 已經過了~食的節期、行船又
28:31 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止。

林前 7: 5 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
 7: 9 倘若自己~止不住、就可以嫁
14:39 知講道、也不要~止說方言。

林後 6: 5 監~、擾亂、勤勞、儆醒、不
12: 6 只是我~止不說、恐怕有人把
加 5:23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止。
帖前 5:22 各樣的惡事要~戒不作。
提前 4: 3 他們~止嫁娶、又禁戒食物、

 4: 3 又~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
來11:36 捆鎖、監~、各等的磨煉、
彼前 2:11 我勸你們要~戒肉體的私慾．

 3:10 須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
約參 1:10 他也~止、並且將接待弟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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