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守 聖經(102次)

新約(23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11)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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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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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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23)
歷史書(29)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6)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5)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6) 利未記(0) 民數記(15) 申命記(0)
舊約(79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13) 約伯記(2) 詩篇(2)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7)

創 2:15 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
 4: 9 知道、我豈是~我兄弟的嗎。
出22: 7 交付鄰舍~、這物從那人的家
22:10 交付鄰舍~、牲畜或死、或受
22:11 那~的人、要憑著耶和華起誓
22:11 就要罷休、~的人不必賠還。
22:12 牲畜若從~的那裏被偷去、他
22:13 ~的要帶來當作證據、所撕的
民 3: 8 又要~會幕的器具、並守所吩
 3:25 在會幕中所要~的、就是帳幕
 3:28 從一個月以外~聖所的、共有
 3:31 他們所要~的是約櫃、桌子、
 3:32 袖、要監察那些~聖所的人。
 3:36 是~帳幕的板、閂、柱子、帶
 3:38 他們~聖所、替以色列人守耶
 4:16 亞倫的兒子以利亞撒所要~的
 4:16 也要~全帳幕與其中所有的、
 4:27 他們所當抬的、要派他們~。
 4:28 他們所~的、必在祭司亞倫兒
18: 4 也要~會幕、辦理帳幕一切的
18: 5 你們要~聖所、和壇、免得忿
31:30 交給~耶和華帳幕的利未人。
31:47 交給~耶和華帳幕的利未人、
書10:18 塊大石頭滾到洞口、派人~．
撒上 7: 1 以利亞撒、~耶和華的約櫃。

17:20 將羊交託一個~的人、照著他
17:22 留在~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戰
25:13 四百人．留下二百人~器具。
25:21 我在曠野為那人~所有的、以
30:24 ~器具的也得多少．應當大家

撒下15:16 但留下十個妃嬪、~宮殿。
16:21 你父所留下~宮殿的妃嬪、你
20: 3 就把從前留下~宮殿的十個妃

王上14:27 交給守王宮門的護衛長~。
20:39 你~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

王下11: 5 進班的三分之一、要~王宮．
11:18 司耶何耶大派官~耶和華的殿

代上 9:18 從前這些人~朝東的王門、如
 9:21 兒子撒迦利雅是~會幕之門的
 9:23 按著班次~耶和華殿的門、就
 9:26 要的職任、~　神殿的倉庫。
23:32 又~會幕、和聖所、並守耶和

代下 8:14 又派守門的按著班次~各門．
12:10 交給守王宮門的護衛長~。
23:18 耶何耶大派官~耶和華的殿、
25:24 將俄別以東所~　神殿裏的一
34: 9 這銀子是~殿門的利未人、從
35:15 守門的~各門、不用離開他們
拉 8:29 你們當儆醒~、直到你們在耶
尼 4: 9 緣故、就派人~、晝夜防備。
 7: 3 人尚~的時候、就要關門、上
 7: 3 班次、~自己房屋對面之處。
伯21:32 被抬到塋地、並有人~墳墓。
30: 1 不肯安在~我羊群的狗中。
詩127: 1 若不是耶和華~城池、看守的
127: 1 守城池、~的人就枉然儆醒。
箴27:18 ~無花果樹的、必吃樹上的果
傳12: 3 ~房屋的發顫、有力的屈身、
歌 1: 6 他們使我~葡萄園、我自己的
 1: 6 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
 3: 3 城中巡邏~的人遇見我．我問
 5: 7 城中巡邏~的人遇見我、打了
 5: 7 ~城牆的人奪去我的披肩。
 8:11 他將這葡萄園交給~的人、為
 8:12 二百舍客勒歸~果子的人。
賽27: 3 我耶和華是~葡萄園的、我必
27: 3 灌、晝夜~、免得有人損害。
56:10 他~的人是瞎眼的、都沒有知
耶 4:17 好像~田園的、因為他背叛了
31:10 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31:10 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羊群．
結40:45 的屋子、是為~殿宇的祭司。
40:46 朝北的屋子是為~祭壇的祭司
44: 8 你們也沒有~我的聖物、卻派
44: 8 在聖地替你們~我所吩咐你們
44:14 然而我要使他們~殿宇、辦理
44:15 仍~我的聖所．他們必親近我
鴻 2: 1 你要~保障、謹防道路、使腰
亞 3: 7 ~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這
太27:36 又坐在那裏~他。
27:54 百夫長和一同~耶穌的人、看
27:65 你們有~的兵．去吧、盡你們
27:66 他們就帶著~的兵同去、封了
28: 4 ~的人、就因他嚇得渾身亂戰

28:11 ~的兵、有幾個進城去、將所
路 2: 8 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羊群。
 8:29 他常被人~、又被鐵鍊和腳鐐
11:21 ~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
22:63 ~耶穌的人戲弄他、打他、
徒 5:23 ~的人也站在門外、及至開了
12: 4 交付四班兵丁~、每班四個人
12: 6 當中．~的人也在門外看守。
12: 6 當中．看守的人也在門外~。
12:19 就審問~的人、吩咐把他們拉
16:23 下在監裏、囑咐禁卒嚴緊~。
19:35 是~大亞底米的廟、和從丟斯
22:20 喜．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23:35 便吩咐人把他~在希律的衙門
24:23 於是吩咐百夫長~保羅、並且
28:16 和一個~他的兵、另住在一處
加 3:23 我們被~在律法之下、直圈到
啟16:15 ~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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