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捆 圣经(112次)

新约(51次)
福音书(19)
历史书(15)
保罗书信(11)

马太福音(10)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15)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4) 歌罗西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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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多书(0) 腓利门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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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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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13)
历史书(20)

预言书(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5) 路得记(3)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6) 出埃及记(1) 利未记(5)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61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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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诗篇(7)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22: 9 ~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
37: 7 我们在田里~禾稼、我的捆起
37: 7 我的~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
37: 7 你们的~来围着我的捆下拜。
37: 7 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下拜。
42:24 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绑。
出22: 6 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站着
利23:10 要将初熟的庄稼一~、带给祭
23:11 他要把这一~在耶和华面前摇
23:11 息日的次日、把这~摇一摇。
23:12 摇这~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
23:15 献禾~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
申24:19 若忘下一~、不可回去再取、
士15: 4 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上、
15: 4 将火把~在两条尾巴中间、
15: 5 将堆集的禾~、和未割的禾稼
15:10 我们上来是要~绑参孙、他向
15:12 我们下来是要~绑你、将你交
15:13 只要将你~绑交在非利士人手
15:13 于是用两条新绳~绑参孙、将
16: 5 ~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
16: 6 力气、当用何法~绑克制你。
16: 7 若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绑我
16: 8 妇人、他就用绳子~绑参孙。
16:10 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绑你
16:11 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绑我
16:12 大利拉就用新绳~绑他、对他
16:13 当用何法~绑你。参孙回答说
得 2: 7 拾取打~剩下的麦穗、他从早
 2:15 他就是在~中拾取麦穗也可以
 2:16 并要从~里抽出些来、留在地

撒下 3:34 你手未曾~绑、脚未曾锁住．
尼13:15 搬运禾~、驮在驴上．又把酒
伯 5:26 归坟墓、好像禾~到时收藏。
12:14 造．他~住人、便不得开释。
12:18 的绑、又用带子~他们的腰。
24:10 处流行．且因饥饿扛抬禾~。
36: 8 他们若被锁链~住、被苦难的
36:13 　神~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
诗 2: 3 我们要挣开他们的~绑、脱去
105:18 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拘。
105:22 使他随意~绑他的臣宰、将智

107:10 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锁、
126: 6 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回来。
129: 7 不够一把、~禾的也不满怀．
149: 8 要用链子~他们的君王、用铁
赛22: 3 都为弓箭手所~绑．你中间一
22: 3 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绑
28:22 恐怕~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
49: 9 对那被~绑的人说、出来吧．
结 3:25 人必用绳索~绑你、你就不能
 4: 8 我用绳索~绑你、使你不能辗
27:24 子里、用绳~着、与你交易。
但 3:20 亚伯尼歌~起来、扔在烈火的
 3:21 被~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
 3:23 都被~着落在烈火的窑中。
 3:24 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
 3:25 并没有~绑、在火中游行、也
摩 2:13 如同装满禾~的车压物一样。
弥 4:12 好像把禾~聚到禾场一样。
亚12: 6 又如火把在禾~里．他们必左
太12:29 除非先~住那壮士、才可以抢
13:30 ~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
13:30 捆成~、留着烧．惟有麦子、
16:19 凡你在地上所~绑的、在天上
16:19 在天上也要~绑．凡你在地上
18:18 凡你们在地上所~绑的、在天
18:18 在天上也要~绑．凡你们在地
22:13 ~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
23: 4 ~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
27: 2 就把他~绑解去交给巡抚彼拉
可 3:27 必先~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
 5: 3 没有人能~住他、就是用铁链
 5: 4 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锁他
15: 1 就把耶稣~绑解去、交给彼拉
15: 7 和作乱的人一同~绑．他们作
路 8:29 又被铁链和脚镣~锁、他竟把
13:16 被撒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
约18:12 就拿住耶稣、把他~绑了．
18:24 亚法那里、仍是~着解去的。
徒 8:23 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绑。
 9: 2 都准他~绑带到耶路撒冷。
 9:14 长得来的权柄~绑一切求告你
 9:21 特要~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20:22 原文作心被~绑〕不知道在那
20:23 说、有~锁与患难等待我。
21:11 ~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
21:11 要如此~绑这腰带的主人、把
21:13 不但被人~绑、就是死在耶路
21:33 吩咐用两条铁链~锁．又问他
22:25 刚用皮条~上、保罗对旁边站
22:29 又因为~绑了他、也害怕了。
27:17 就用缆索~绑船底．又恐怕在
28: 3 保罗拾起一~柴、放在火上、
28:20 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锁。
罗 7: 6 但我们既然在~我们的律法上
腓 1: 7 无论我是在~锁之中、是辩明
 1:13 以致我受的~锁、在御营全军
 1:14 多半因我受的~锁、就笃信不
 1:17 意思要加增我~锁的苦楚。
西 4: 3 督的奥秘、（我为此被~锁）
 4:18 你们要记念我的~锁。愿恩惠

提后 2: 9 甚至被~绑、像犯人一样．然
 2: 9 然而　神的道、却不被~绑。
门 1:10 就是为我在~锁中所生的儿子
 1:13 为福音所受的~锁中替你伺候
来10:34 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锁的人
11:36 ~锁、监禁、各等的磨炼、
13: 3 你们要记念被~绑的人、好像
13: 3 好像与他们同受~绑、也要记
启 9:14 把那~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
20: 2 也叫撒但、把他~绑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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