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口 圣经(82次)

新约(7次)
福音书(5)
历史书(2)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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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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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 mén k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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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44)
历史书(8)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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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8) 利未记(21) 民数记(10) 申命记(1)
旧约(75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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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0)

创18: 1 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棚~。
18: 2 就从帐棚~跑去迎接他们、俯
18:10 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棚~、也
34:20 哈抹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
出29: 4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来
29:11 面前、在会幕~、宰这公牛．
29:32 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吃
29:42 会幕~、作你们世世代代常献
33: 8 各人站在自己帐棚的~、望着
33:10 起来各人在自己帐棚的~下拜
35:15 香的香料、并帐幕~的帘子、
40:12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来
利 1: 3 就要在会幕~献一只没有残疾
 1: 5 把血洒在会幕~坛的周围。
 3: 2 宰于会幕~．亚伦子孙作祭司
 4: 4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在耶和
 4: 7 倒在会幕~、燔祭坛的脚那里
 4:18 倒在会幕~、燔祭坛的脚那里
 8: 3 又招聚会众到会幕~。
 8: 4 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
 8:31 把肉煮在会幕~、在那里吃、
 8:35 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
12: 6 祭、带到会幕~、交给祭司．
14:11 安置在会幕~、耶和华面前。
14:23 把这些带到会幕~、耶和华面
15:14 来到会幕~、耶和华面前、把
15:29 只雏鸽、带到会幕~给祭司。
16: 7 安置在会幕~、耶和华面前。
17: 4 若未曾牵到会幕~、耶和华的
17: 5 带到会幕~、耶和华面前、交
17: 6 把血洒在会幕~耶和华的坛上
17: 9 若不带到会幕~献给耶和华、
19:21 牵到会幕~、耶和华面前。
民 6:10 雏鸽、带到会幕~交给祭司。
 6:13 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
 6:18 细耳人要在会幕~剃离俗的头
10: 3 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
11:10 各在各家的帐棚~哭号。耶和
12: 5 站在会幕~、召亚伦和米利暗
16:27 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棚~。
16:50 亚伦回到会幕~、到摩西那里
20: 6 到会幕~、俯伏在地．耶和华

27: 2 站在会幕~、在摩西和祭司以
申22:21 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
书19:51 在示罗会幕~、耶和华面前、
士 4:20 请你站在帐棚~．若有人来问
18:16 百但人、各带兵器、站在~。
18:17 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

王上 6:31 门框、~有墙的五分之一。
 6:33 的门框、~有墙的四分之一。

王下 4:15 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
代下33:14 直到鱼~、建筑城墙、环绕俄
箴 8:34 日日在我~仰望、在我门框旁
 9:14 他坐在自己的家~、坐在城中
14:19 人面前．恶人俯伏在义人~。
耶 7: 2 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在那
17:19 你去站在平民的~、就是犹大
17:19 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
19: 2 的~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
26:10 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
36:10 耶和华殿的新~、沙番的儿子
38: 7 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
结 8: 3 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
 8: 5 边、在~有这惹忌邪的偶像。
 8:14 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
 8:16 在耶和华的殿~、廊子和祭坛
11: 1 在~有二十五个人、我见其中
33:30 在房屋~、谈论你、弟兄对弟
40: 3 麻绳、和量度的竿、站在~。
40:11 他量~、宽十肘、长十三肘．
40:15 从大~到内廊前、共五十肘。
40:40 上到朝北的~、这边有两张桌
41: 2 ~宽十肘．门两旁、这边五肘
41: 3 ~宽六肘、门两旁各宽七肘。
46: 3 要在这~耶和华面前敬拜。
太24:33 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了。
26:71 到了~、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27:60 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就去
可13:29 子或作　神的国〕正在~了。
路16:20 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
徒 3: 2 放在殿的一个~、那门名叫美
 5: 9 已到~、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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