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 圣经(95次)

新约(3次)
福音书(3)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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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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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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历史书(35)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18)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6)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92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3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2) 但以理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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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0) 诗篇(3)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37:36 法老的内臣、护~长波提乏。
39: 1 护~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
40: 3 把他们下在护~长府内的监里
40: 4 护~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
41:10 和膳长下在护~长府布的监里
41:12 是护~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
申32:38 以兴起帮助你们、护~你们。
士 9:46 就躲入巴力比利土庙的~所。
 9:49 把树枝堆在~所的四围、放火
 9:49 放火烧了~所．以致示剑楼的

撒上22:17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说、你们
28: 2 我立你永远作我的护~长。

撒下23:23 个勇士。大卫立他作护~长。
王上14:27 交给守王宫门的护~长看守。

14:28 护~兵就拿这盾牌、随后仍将
14:28 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房。
16:18 就进了王宫的~所、放火焚烧

王下10:25 就出来吩咐护~兵、和众军长
10:25 护~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
11: 4 和护~兵的众百夫长来、领他
11: 6 要在护~兵院的后门．这样把
11: 7 要在耶和华的殿里护~王．
11: 8 四围护~王．凡擅入你们班次
11:11 护~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
11:13 他利雅听见护~兵和民的声音
11:19 与护~兵、以及国中的众民、
11:19 由护~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
15:25 撒玛利亚王宫里的~所杀了他
25: 8 护~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
25:10 跟从护~长迦勒底的全军、就
25:11 那时护~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
25:12 但护~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
25:15 的银的、护~长也都带去了。
25:18 护~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副
25:20 护~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

代上11:25 个勇士．大卫立他作护~长。
代下12:10 交给守王宫门的护~长看守。

12:11 护~兵就拿这盾牌、随后仍将
12:11 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房。
23: 7 四围护~王．凡擅入殿宇的、
尼 3:25 靠近护~院的那一段。其次是
12:39 直到羊门、就在护~门站住。

诗 5:12 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他
60: 7 以法莲是护~我头的．犹大是
108: 8 以法莲是护~我头的．犹大是
箴 2:11 谋略必护~你．聪明必保守你
 4: 6 智慧就护~你．要爱他、他就
赛19:20 救主、作护~者、拯救他们。
耶31:22 件新事、就是女子护~男子。
32: 2 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兵的院内
32: 8 来到护~兵的院内、对我说、
32:12 并坐在护~兵院内的一切犹大
33: 1 耶利米还囚在护~兵的院内、
37:21 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兵的院中
37:21 耶利米仍在护~兵的院中。
38: 6 那牢狱在护~兵的院中．他们
38:13 耶利米仍在护~兵的院中。
38:28 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兵的院中
39: 9 那时护~长尼布撒拉旦、将城
39:10 护~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
39:11 嘱咐护~长尼布撒拉旦说、
39:13 护~长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沙
39:14 将耶利米从护~兵院中提出来
39:15 利米还囚在护~兵院中的时候
40: 1 护~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
40: 2 护~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
40: 5 护~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
40: 5 于是护~长送他粮食和礼物、
41:10 原是护~长尼布撒拉旦交给亚
43: 5 并护~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
52:12 面前侍立的护~长尼布撒拉旦
52:14 跟从护~长迦勒底的全军、就
52:15 那时护~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
52:16 但护~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
52:19 的银的、护~长也都带去了。
52:24 护~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副
52:26 护~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
52:30 护~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
结40: 7 又有~房、每房长一竿、宽一
40:10 东门洞有~房、这旁三间、那
40:12 ~房前展出的境界、这边一肘
40:12 ~房这边六肘、那边六肘．
40:13 从这~房顶的后檐到那卫房顶
40:13 房顶的后檐到那~房顶的后檐

40:13 二十五肘．~房门与门相对。
40:16 ~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
40:21 门洞的~房、这旁三间、那旁
40:29 ~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
40:33 ~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
40:36 就是量~房、和柱子、并廊子
但 2:14 王的护~长亚略出来、要杀巴
 2:15 向王的护~长亚略说、王的命
可 6:27 随即差一个护~兵、吩咐拿约
 6:27 护~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
约17:12 我也护~了他们、其中除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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