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口 聖經(82次)

新約(7次)
福音書(5)
歷史書(2)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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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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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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44)
歷史書(8)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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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4) 出埃及記(8) 利未記(21) 民數記(10) 申命記(1)
舊約(75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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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3) 約伯記(0) 詩篇(0)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0)

創18: 1 正熱、亞伯拉罕坐在帳棚~。
18: 2 就從帳棚~跑去迎接他們、俯
18:10 撒拉在那人後邊的帳棚~、也
34:20 哈抹和他兒子示劍到本城的~
出29: 4 要使亞倫和他兒子到會幕~來
29:11 面前、在會幕~、宰這公牛．
29:32 亞倫和他兒子要在會幕~、吃
29:42 會幕~、作你們世世代代常獻
33: 8 各人站在自己帳棚的~、望著
33:10 起來各人在自己帳棚的~下拜
35:15 香的香料、並帳幕~的簾子、
40:12 要使亞倫和他兒子到會幕~來
利 1: 3 就要在會幕~獻一隻沒有殘疾
 1: 5 把血灑在會幕~壇的周圍。
 3: 2 宰於會幕~．亞倫子孫作祭司
 4: 4 他要牽公牛到會幕~、在耶和
 4: 7 倒在會幕~、燔祭壇的腳那裏
 4:18 倒在會幕~、燔祭壇的腳那裏
 8: 3 又招聚會眾到會幕~。
 8: 4 了．於是會眾聚集在會幕~。
 8:31 把肉煮在會幕~、在那裏吃、
 8:35 七天你們要晝夜住在會幕~、
12: 6 祭、帶到會幕~、交給祭司．
14:11 安置在會幕~、耶和華面前。
14:23 把這些帶到會幕~、耶和華面
15:14 來到會幕~、耶和華面前、把
15:29 隻雛鴿、帶到會幕~給祭司。
16: 7 安置在會幕~、耶和華面前。
17: 4 若未曾牽到會幕~、耶和華的
17: 5 帶到會幕~、耶和華面前、交
17: 6 把血灑在會幕~耶和華的壇上
17: 9 若不帶到會幕~獻給耶和華、
19:21 牽到會幕~、耶和華面前。
民 6:10 雛鴿、帶到會幕~交給祭司。
 6:13 這條例．人要領他到會幕~．
 6:18 細耳人要在會幕~剃離俗的頭
10: 3 要到你那裏、聚集在會幕~。
11:10 各在各家的帳棚~哭號。耶和
12: 5 站在會幕~、召亞倫和米利暗
16:27 都出來站在自己的帳棚~。
16:50 亞倫回到會幕~、到摩西那裏
20: 6 到會幕~、俯伏在地．耶和華

27: 2 站在會幕~、在摩西和祭司以
申22:21 就要將女子帶到他父家的~、
書19:51 在示羅會幕~、耶和華面前、
士 4:20 請你站在帳棚~．若有人來問
18:16 百但人、各帶兵器、站在~。
18:17 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

王上 6:31 門框、~有牆的五分之一。
 6:33 的門框、~有牆的四分之一。

王下 4:15 於是叫了他來、他就站在~。
代下33:14 直到魚~、建築城牆、環繞俄
箴 8:34 日日在我~仰望、在我門框旁
 9:14 他坐在自己的家~、坐在城中
14:19 人面前．惡人俯伏在義人~。
耶 7: 2 你當站在耶和華殿的~、在那
17:19 你去站在平民的~、就是猶大
17:19 門、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
19: 2 的~那裏、宣告我所吩咐你的
26:10 的殿、坐在耶和華殿的新~。
36:10 耶和華殿的新~、沙番的兒子
38: 7 獄、（那時王坐在便雅憫~）
結 8: 3 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
 8: 5 邊、在~有這惹忌邪的偶像。
 8:14 領我到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
 8:16 在耶和華的殿~、廊子和祭壇
11: 1 在~有二十五個人、我見其中
33:30 在房屋~、談論你、弟兄對弟
40: 3 麻繩、和量度的竿、站在~。
40:11 他量~、寬十肘、長十三肘．
40:15 從大~到內廊前、共五十肘。
40:40 上到朝北的~、這邊有兩張桌
41: 2 ~寬十肘．門兩旁、這邊五肘
41: 3 ~寬六肘、門兩旁各寬七肘。
46: 3 要在這~耶和華面前敬拜。
太24:33 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了。
26:71 到了~、又有一個使女看見他
27:60 他又把大石頭滾到墓~、就去
可13:29 子或作　神的國〕正在~了。
路16:20 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
徒 3: 2 放在殿的一個~、那門名叫美
 5: 9 已到~、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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