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捆 聖經(112次)

新約(51次)
福音書(19)
歷史書(15)
保羅書信(11)

馬太福音(10)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15)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4) 歌羅西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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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多書(0) 腓利門書(2)

捆 kǔn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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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13)
歷史書(20)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5) 路得記(3)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6) 出埃及記(1) 利未記(5)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61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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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詩篇(7)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22: 9 ~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
37: 7 我們在田裏~禾稼、我的捆起
37: 7 我的~起來站著、你們的捆來
37: 7 你們的~來圍著我的捆下拜。
37: 7 你們的捆來圍著我的~下拜。
42:24 緬來、在他們眼前把他~綁。
出22: 6 以致將別人堆積的禾~、站著
利23:10 要將初熟的莊稼一~、帶給祭
23:11 他要把這一~在耶和華面前搖
23:11 息日的次日、把這~搖一搖。
23:12 搖這~的日子、你們要把一歲
23:15 獻禾~為搖祭的那日算起、要
申24:19 若忘下一~、不可回去再取、
士15: 4 將狐狸尾巴一對一對地~上、
15: 4 將火把~在兩條尾巴中間、
15: 5 將堆集的禾~、和未割的禾稼
15:10 我們上來是要~綁參孫、他向
15:12 我們下來是要~綁你、將你交
15:13 只要將你~綁交在非利士人手
15:13 於是用兩條新繩~綁參孫、將
16: 5 ~綁剋制他、我們就每人給你
16: 6 力氣、當用何法~綁剋制你。
16: 7 若用七條未乾的青繩子~綁我
16: 8 婦人、他就用繩子~綁參孫。
16:10 在求你告訴我當用何法~綁你
16:11 人若用沒有使過的新繩~綁我
16:12 大利拉就用新繩~綁他、對他
16:13 當用何法~綁你。參孫回答說
得 2: 7 拾取打~剩下的麥穗、他從早
 2:15 他就是在~中拾取麥穗也可以
 2:16 並要從~裏抽出些來、留在地

撒下 3:34 你手未曾~綁、腳未曾鎖住．
尼13:15 搬運禾~、馱在驢上．又把酒
伯 5:26 歸墳墓、好像禾~到時收藏。
12:14 造．他~住人、便不得開釋。
12:18 的綁、又用帶子~他們的腰。
24:10 處流行．且因饑餓扛抬禾~。
36: 8 他們若被鎖鍊~住、被苦難的
36:13 　神~綁他們、他們竟不求救
詩 2: 3 我們要掙開他們的~綁、脫去
105:18 鐐傷他的腳．他被鐵鍊~拘。
105:22 使他隨意~綁他的臣宰、將智

107:10 裏的人、被困苦和鐵鍊~鎖、
126: 6 必要歡歡樂樂的帶禾~回來。
129: 7 不夠一把、~禾的也不滿懷．
149: 8 要用鍊子~他們的君王、用鐵
賽22: 3 都為弓箭手所~綁．你中間一
22: 3 間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綁
28:22 恐怕~你們的綁索更結實了．
49: 9 對那被~綁的人說、出來吧．
結 3:25 人必用繩索~綁你、你就不能
 4: 8 我用繩索~綁你、使你不能輾
27:24 子裏、用繩~著、與你交易。
但 3:20 亞伯尼歌~起來、扔在烈火的
 3:21 被~起來扔在烈火的窯中。
 3:23 都被~著落在烈火的窯中。
 3:24 我~起來扔在火裏的不是三個
 3:25 並沒有~綁、在火中遊行、也
摩 2:13 如同裝滿禾~的車壓物一樣。
彌 4:12 好像把禾~聚到禾場一樣。
亞12: 6 又如火把在禾~裏．他們必左
太12:29 除非先~住那壯士、才可以搶
13:30 ~成捆、留著燒．惟有麥子、
13:30 捆成~、留著燒．惟有麥子、
16:19 凡你在地上所~綁的、在天上
16:19 在天上也要~綁．凡你在地上
18:18 凡你們在地上所~綁的、在天
18:18 在天上也要~綁．凡你們在地
22:13 ~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
23: 4 ~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
27: 2 就把他~綁解去交給巡撫彼拉
可 3:27 必先~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
 5: 3 沒有人能~住他、就是用鐵鍊
 5: 4 為人屢次用腳鐐和鐵鍊~鎖他
15: 1 就把耶穌~綁解去、交給彼拉
15: 7 和作亂的人一同~綁．他們作
路 8:29 又被鐵鍊和腳鐐~鎖、他竟把
13:16 被撒但~綁了這十八年、不當
約18:12 就拿住耶穌、把他~綁了．
18:24 亞法那裏、仍是~著解去的。
徒 8:23 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綁。
 9: 2 都准他~綁帶到耶路撒冷。
 9:14 長得來的權柄~綁一切求告你
 9:21 特要~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那裏

20:22 原文作心被~綁〕不知道在那
20:23 說、有~鎖與患難等待我。
21:11 ~上自己的手腳、說、聖靈說
21:11 要如此~綁這腰帶的主人、把
21:13 不但被人~綁、就是死在耶路
21:33 吩咐用兩條鐵鍊~鎖．又問他
22:25 剛用皮條~上、保羅對旁邊站
22:29 又因為~綁了他、也害怕了。
27:17 就用纜索~綁船底．又恐怕在
28: 3 保羅拾起一~柴、放在火上、
28:20 人所指望的、被這鍊子~鎖。
羅 7: 6 但我們既然在~我們的律法上
腓 1: 7 無論我是在~鎖之中、是辯明
 1:13 以致我受的~鎖、在御營全軍
 1:14 多半因我受的~鎖、就篤信不
 1:17 意思要加增我~鎖的苦楚。
西 4: 3 督的奧祕、（我為此被~鎖）
 4:18 你們要記念我的~鎖。願恩惠

提後 2: 9 甚至被~綁、像犯人一樣．然
 2: 9 然而　神的道、卻不被~綁。
門 1:10 就是為我在~鎖中所生的兒子
 1:13 為福音所受的~鎖中替你伺候
來10:34 為你們體恤了那些被~鎖的人
11:36 ~鎖、監禁、各等的磨煉、
13: 3 你們要記念被~綁的人、好像
13: 3 好像與他們同受~綁、也要記
啟 9:14 把那~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
20: 2 也叫撒但、把他~綁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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