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守 圣经(102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11)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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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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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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23)
历史书(29)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6)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5) 历代志下(6)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6) 利未记(0) 民数记(15) 申命记(0)
旧约(79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2)
诗歌智慧书(13) 约伯记(2) 诗篇(2)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7)

创 2:15 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
 4: 9 知道、我岂是~我兄弟的吗。
出22: 7 交付邻舍~、这物从那人的家
22:10 交付邻舍~、牲畜或死、或受
22:11 那~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
22:11 就要罢休、~的人不必赔还。
22:12 牲畜若从~的那里被偷去、他
22:13 ~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
民 3: 8 又要~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
 3:25 在会幕中所要~的、就是帐幕
 3:28 从一个月以外~圣所的、共有
 3:31 他们所要~的是约柜、桌子、
 3:32 袖、要监察那些~圣所的人。
 3:36 是~帐幕的板、闩、柱子、带
 3:38 他们~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
 4:16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的
 4:16 也要~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
 4:27 他们所当抬的、要派他们~。
 4:28 他们所~的、必在祭司亚伦儿
18: 4 也要~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
18: 5 你们要~圣所、和坛、免得忿
31:30 交给~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
31:47 交给~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
书10:18 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
撒上 7: 1 以利亚撒、~耶和华的约柜。

17:20 将羊交托一个~的人、照着他
17:22 留在~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
25:13 四百人．留下二百人~器具。
25:21 我在旷野为那人~所有的、以
30:24 ~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

撒下15:16 但留下十个妃嫔、~宫殿。
16:21 你父所留下~宫殿的妃嫔、你
20: 3 就把从前留下~宫殿的十个妃

王上14:27 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
20:39 你~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

王下11: 5 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王宫．
11:18 司耶何耶大派官~耶和华的殿

代上 9:18 从前这些人~朝东的王门、如
 9:21 儿子撒迦利雅是~会幕之门的
 9:23 按着班次~耶和华殿的门、就
 9:26 要的职任、~　神殿的仓库。
23:32 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

代下 8:14 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各门．
12:10 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
23:18 耶何耶大派官~耶和华的殿、
25:24 将俄别以东所~　神殿里的一
34: 9 这银子是~殿门的利未人、从
35:15 守门的~各门、不用离开他们
拉 8:29 你们当儆醒~、直到你们在耶
尼 4: 9 缘故、就派人~、昼夜防备。
 7: 3 人尚~的时候、就要关门、上
 7: 3 班次、~自己房屋对面之处。
伯21:32 被抬到茔地、并有人~坟墓。
30: 1 不肯安在~我羊群的狗中。
诗127: 1 若不是耶和华~城池、看守的
127: 1 守城池、~的人就枉然儆醒。
箴27:18 ~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
传12: 3 ~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
歌 1: 6 他们使我~葡萄园、我自己的
 1: 6 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
 3: 3 城中巡逻~的人遇见我．我问
 5: 7 城中巡逻~的人遇见我、打了
 5: 7 ~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
 8:11 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的人、为
 8:12 二百舍客勒归~果子的人。
赛27: 3 我耶和华是~葡萄园的、我必
27: 3 灌、昼夜~、免得有人损害。
56:10 他~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
耶 4:17 好像~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
31:10 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31:10 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羊群．
结40:45 的屋子、是为~殿宇的祭司。
40:46 朝北的屋子是为~祭坛的祭司
44: 8 你们也没有~我的圣物、却派
44: 8 在圣地替你们~我所吩咐你们
44:14 然而我要使他们~殿宇、办理
44:15 仍~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
鸿 2: 1 你要~保障、谨防道路、使腰
亚 3: 7 ~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
太27:36 又坐在那里~他。
27:54 百夫长和一同~耶稣的人、看
27:65 你们有~的兵．去吧、尽你们
27:66 他们就带着~的兵同去、封了
28: 4 ~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

28:11 ~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
路 2: 8 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羊群。
 8:29 他常被人~、又被铁链和脚镣
11:21 ~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
22:63 ~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
徒 5:23 ~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
12: 4 交付四班兵丁~、每班四个人
12: 6 当中．~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12: 6 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
12:19 就审问~的人、吩咐把他们拉
16:23 下在监里、嘱咐禁卒严紧~。
19:35 是~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斯
22:20 喜．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23:35 便吩咐人把他~在希律的衙门
24:23 于是吩咐百夫长~保罗、并且
28:16 和一个~他的兵、另住在一处
加 3:23 我们被~在律法之下、直圈到
启16:15 ~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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