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樓 聖經(102次)

新約(17次)
福音書(6)
歷史書(1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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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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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l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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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0)
歷史書(5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8)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9)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85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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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5)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0) 詩篇(3)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1)

士 3:20 王獨自一人坐在涼~上。以笏
 3:23 出到遊廊、將~門盡都關鎖。
 3:24 看見~門關鎖、就說、他必是
 3:24 就說、他必是在~上大解。
 3:25 見仍不開~門、就拿鑰匙開了
 8: 9 回來的時候、我必拆毀這~。
 8:17 又拆了毗努伊勒的~、殺了那
 9:46 示劍~的人聽見了、就躲入巴
 9:47 說、示劍~的人都聚在一處。
 9:49 以致示劍~的人都死了、男女
 9:51 城中有一座堅固的~．城裏的
 9:51 都逃進~去、關上門、上了樓
 9:51 進樓去、關上門、上了~頂。
 9:52 亞比米勒到了~前攻打、挨近
 9:52 打、挨近~門、要用火焚燒。

撒下18:24 守望的人上城門~的頂上、舉
18:33 上城門~去哀哭、一面走、一

王上 6: 8 門內有旋螺的~梯、可以上到
17:19 抱到他所住的~中、放在自己
17:23 以利亞將孩子從~上抱下來、

王下 1: 2 一日從~上的欄杆裏掉下來、
 4:10 們可以為他在牆上蓋一間小~
 4:11 來到那裏、就進了那~躺臥。
 4:21 他母親抱他上了~、將他放在
 9:17 站在耶斯列的~上、看見耶戶
17: 9 從瞭望~直到堅固城、建築丘
18: 8 的四境、從瞭望~到堅固城。
23:12 列王在亞哈斯~頂上所築的壇

代上28:11 ~房、內殿、和施恩所的樣式
代下 3: 9 十舍客勒。~房都貼上金子。

14: 7 蓋~、安門、作閂．地還屬我
20:24 猶大人來到曠野的望~、向那
26: 9 之處、建築城~、且甚堅固。
26:10 建築望~、挖了許多井、因他
26:15 安在城~和角樓上、用以射箭
26:15 安在城樓和角~上、用以射箭
27: 4 在樹林中建築營寨、和高~。
32: 5 高與城~相齊、在城外又築一
尼 2: 8 作屬殿營~之門的橫梁、和城
 3: 1 又築城牆到哈米亞~、直到哈
 3: 1 直到哈楠業~、分別為聖。
 3:11 哈述修造一段、並修造爐~。

 3:25 和王上宮凸出來的城~、靠近
 3:26 的對面、和凸出來的城~。）
 3:27 對著那凸出來的大~、直到俄
 3:31 哈米弗甲門、直到城的角~。
 3:32 銀匠與商人在城的角~、和羊
 7: 2 和營~的宰官哈拿尼雅、管理
12:38 在城牆上過了爐~、直到寬牆
12:39 哈楠業~、哈米亞樓、直到羊
12:39 哈米亞~、直到羊門、就在護
詩48:12 錫安、四圍旋繞、數點城~、
104: 3 在水中立~閣的棟樑、用雲彩
104:13 他從~閣中澆灌山嶺．因他作
歌 8:10 我兩乳像其上的~．那時我在
賽 5: 2 在園中蓋了一座~、又鑿出壓
21: 8 我白日常站在望~上、整夜立
23:13 現在他們建築戍~、拆毀推羅
32:14 山岡望~永為洞穴、作野驢所
33:18 哪裏呢．數戍~的在哪裏呢．
35: 7 或作蜃~〕要變為水池、乾渴
耶22:13 行不公造~、白白使用人的手
22:14 寬敞的~、為自己開窗戶．這
22:14 這~房的護牆板是香柏木的．
22:14 柏木的．~房是丹色油漆的。
22:15 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房爭勝麼
31:38 造、從哈楠業~、直到角門。
結16:24 又為自己建造圓頂花~、在各
16:31 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圓頂花~
16:39 他們必拆毀你的圓頂花~、毀
26: 4 拆毀他的城~．我也要刮淨塵
26: 9 牆垣、用鐵器拆毀你的城~。
27:11 你的望~也有勇士、他們懸挂
41:15 並兩旁的~廊、共長一百肘．
41:16 並對著門檻的三層~廊、從地
42: 3 在第三層~上、有樓廊對著樓
42: 3 三層樓上、有~廊對著樓廊。
42: 3 三層樓上、有樓廊對著~廊。
42: 5 聖屋因為~廊佔去些地方、所
但 6:10 他~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
摩 9: 6 那在天上建造~閣、在地上安
哈 2: 1 立在望~上觀看、看耶和華對
番 1:16 攻擊堅固城、和高大的城~。
 3: 6 他們的城~毀壞．我使他們的

亞14:10 並從哈楠業~、直到王的酒醡
太21:33 蓋了一座~、租給園戶、就往
可12: 1 挖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
14:15 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
路13: 4 從前西羅亞~倒塌了、壓死十
14:28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不先
22:12 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
徒 1:13 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房．在那
 9:37 有人把他洗了、停在~上。
 9:39 便有人領他上~．眾寡婦都站
20: 8 我們聚會的那座~上、有好些
20: 9 就從三層~上掉下去．扶起他
21:34 就吩咐人將保羅帶進營~去。
21:37 將要帶他進營~、保羅對千夫
22:24 夫長就吩咐將保羅帶進營~去
23:10 人當中搶出來、帶進營~去。
23:16 伏、就來到營~裏告訴保羅。
23:32 馬兵護送、他們就回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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