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 聖經(95次)

新約(3次)
福音書(3)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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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歷史書(3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18)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6)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92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3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2) 但以理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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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0) 詩篇(3)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37:36 法老的內臣、護~長波提乏。
39: 1 護~長波提乏、從那些帶下他
40: 3 把他們下在護~長府內的監裏
40: 4 護~長把他們交給約瑟、約瑟
41:10 和膳長下在護~長府佈的監裏
41:12 是護~長的僕人、我們告訴他
申32:38 以興起幫助你們、護~你們。
士 9:46 就躲入巴力比利土廟的~所。
 9:49 把樹枝堆在~所的四圍、放火
 9:49 放火燒了~所．以致示劍樓的

撒上22:17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說、你們
28: 2 我立你永遠作我的護~長。

撒下23:23 個勇士。大衛立他作護~長。
王上14:27 交給守王宮門的護~長看守。

14:28 護~兵就拿這盾牌、隨後仍將
14:28 仍將盾牌送回、放在護~房。
16:18 就進了王宮的~所、放火焚燒

王下10:25 就出來吩咐護~兵、和眾軍長
10:25 護~兵和軍長就用刀殺他們、
11: 4 和護~兵的眾百夫長來、領他
11: 6 要在護~兵院的後門．這樣把
11: 7 要在耶和華的殿裏護~王．
11: 8 四圍護~王．凡擅入你們班次
11:11 護~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壇和
11:13 他利雅聽見護~兵和民的聲音
11:19 與護~兵、以及國中的眾民、
11:19 由護~兵的門進入王宮。他就
15:25 撒瑪利亞王宮裏的~所殺了他
25: 8 護~長尼布撒拉旦、來到耶路
25:10 跟從護~長迦勒底的全軍、就
25:11 那時護~長尼布撒拉旦將城裏
25:12 但護~長留下些民中最窮的、
25:15 的銀的、護~長也都帶去了。
25:18 護~長拿住大祭司西萊雅、副
25:20 護~長尼布撒拉旦將這些人帶

代上11:25 個勇士．大衛立他作護~長。
代下12:10 交給守王宮門的護~長看守。

12:11 護~兵就拿這盾牌、隨後仍將
12:11 仍將盾牌送回、放在護~房。
23: 7 四圍護~王．凡擅入殿宇的、
尼 3:25 靠近護~院的那一段。其次是
12:39 直到羊門、就在護~門站住。

詩 5:12 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護~他
60: 7 以法蓮是護~我頭的．猶大是
108: 8 以法蓮是護~我頭的．猶大是
箴 2:11 謀略必護~你．聰明必保守你
 4: 6 智慧就護~你．要愛他、他就
賽19:20 救主、作護~者、拯救他們。
耶31:22 件新事、就是女子護~男子。
32: 2 先知耶利米囚在護~兵的院內
32: 8 來到護~兵的院內、對我說、
32:12 並坐在護~兵院內的一切猶大
33: 1 耶利米還囚在護~兵的院內、
37:21 就把耶利米交在護~兵的院中
37:21 耶利米仍在護~兵的院中。
38: 6 那牢獄在護~兵的院中．他們
38:13 耶利米仍在護~兵的院中。
38:28 於是耶利米仍在護~兵的院中
39: 9 那時護~長尼布撒拉旦、將城
39:10 護~長尼布撒拉旦卻將民中毫
39:11 囑咐護~長尼布撒拉旦說、
39:13 護~長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沙
39:14 將耶利米從護~兵院中提出來
39:15 利米還囚在護~兵院中的時候
40: 1 護~長尼布撒拉旦將他從拉瑪
40: 2 護~長將耶利米叫來、對他說
40: 5 護~長說、你可以回到沙番的
40: 5 於是護~長送他糧食和禮物、
41:10 原是護~長尼布撒拉旦交給亞
43: 5 並護~長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
52:12 面前侍立的護~長尼布撒拉旦
52:14 跟從護~長迦勒底的全軍、就
52:15 那時護~長尼布撒拉旦將民中
52:16 但護~長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
52:19 的銀的、護~長也都帶去了。
52:24 護~長拿住大祭司西萊雅、副
52:26 護~長尼布撒拉旦將這些人帶
52:30 護~長尼布撒拉旦擄去猶大人
結40: 7 又有~房、每房長一竿、寬一
40:10 東門洞有~房、這旁三間、那
40:12 ~房前展出的境界、這邊一肘
40:12 ~房這邊六肘、那邊六肘．
40:13 從這~房頂的後檐到那衛房頂
40:13 房頂的後檐到那~房頂的後檐

40:13 二十五肘．~房門與門相對。
40:16 ~房和門洞兩旁柱間、並廊子
40:21 門洞的~房、這旁三間、那旁
40:29 ~房、和柱子、並廊子、都照
40:33 ~房、和柱子、並廊子、都照
40:36 就是量~房、和柱子、並廊子
但 2:14 王的護~長亞略出來、要殺巴
 2:15 向王的護~長亞略說、王的命
可 6:27 隨即差一個護~兵、吩咐拿約
 6:27 護~兵就去在監裏斬了約翰、
約17:12 我也護~了他們、其中除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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