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帐棚 圣经(135次)

新约(7次)
福音书(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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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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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历史书(30)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0) 士师记(1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2)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6) 出埃及记(6) 利未记(1) 民数记(12) 申命记(5)
旧约(128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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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13)
诗歌智慧书(30) 约伯记(15) 诗篇(12)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2)

创 4:20 雅八就是住~牧养牲畜之人的
 9:21 酒便醉了．在~里赤着身子。
 9:27 使他住在闪的~里．又愿迦南
12: 8 支搭~．西边是伯特利、东边
13: 3 间、就是从前支搭~的地方、
13: 5 罗得、也有牛群、羊群、~。
13:12 渐渐挪移~、直到所多玛。
13:18 亚伯兰就搬了~、来到希伯仑
18: 1 正热、亚伯拉罕坐在~门口。
18: 2 就从~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
18: 6 亚伯拉罕急忙进~见撒拉说、
18: 9 撒拉在那里、他说、在~里。
18:10 撒拉在那人后边的~门口、也
24:67 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
25:27 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里。
26:17 在基拉耳谷支搭~、住在那里
26:25 并且支搭~．他的仆人便在那
31:25 雅各在山上支搭~．拉班和他
31:25 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
31:33 并两个使女的~、都没有搜出
31:33 就从利亚的~出来、进了拉结
31:33 的帐棚出来、进了拉结的~。
31:34 拉班摸遍了那~、并没有摸着
33:18 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
33:19 的子孙、买了支~的那块地。
35:21 前往、在以得台那边支搭~。
出16:16 为~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
18: 7 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
33: 7 摩西素常将~支搭在营外、离
33: 7 他称这~为会幕．凡求问耶和
33: 8 各人站在自己~的门口、望着
33:10 起来各人在自己~的门口下拜
利14: 8 只是要在自己的~外居住七天
民 1:52 以色列人支搭~、要照他们的
11:10 各在各家的~门口哭号。耶和
16:24 拉、大坍、亚比兰~的四围。
16:26 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吧．他们
16:27 亚比兰~的四围．大坍、亚比
16:27 都出来站在自己的~门口。
19:14 人死在~里的条例乃是这样．
19:14 凡进那~的、和一切在帐棚里
19:14 和一切在~里的、都必七天不

19:18 把水洒在~上、和一切器皿、
19:18 并~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
24: 5 你的~何等华美。以色列阿、
申 1:27 在~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
 5:30 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
11: 6 并~、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
16: 7 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去。
33:18 萨迦阿、在你~里可以快乐。
书 3:14 百姓离开~、要过约但河的时
 7:21 现今藏在我~内的地里、银子
 7:22 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里
 7:22 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内、银
 7:23 他们就从~里取出来、拿到约
 7:24 ~、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
22: 4 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到耶
22: 6 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去了。
22: 7 约书亚打发他们回~的时候、
22: 8 回你们的~去．要将你们从仇
士 4:11 斯撒拿音的橡树旁、支搭~。
 4:17 到了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的~
 4:18 西西拉就进了他的~．雅亿用
 4:20 请你站在~门口．若有人来问
 4:21 取了~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
 4:22 他就进入~、看见西西拉已经
 5:24 气、比住~的妇人更蒙福祉。
 5:26 雅亿左手拿着~的橛子、右手
 6: 5 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来、像
 7: 8 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
 8:11 从住~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
20: 8 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自

撒上17:54 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里。
撒下16:22 支搭~．押沙龙在以色列众人
王下 7: 7 撇下~、马、驴、营盘照旧、

 7: 8 进了~、吃了、喝了、且从其
 7: 8 又进了一座~、从其中拿出财
 7:10 拴着的马、和驴、~都照旧。

代上 4:41 来攻击含族人的~、和那里所
 5:10 的全地、住在夏甲人的~里。
伯 4:21 他~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
 5:24 你必知道你~平安、要查看你
 8:22 愧．恶人的~、必归于无有。
11:14 也不容非义住在你~之中。

12: 6 强盗的~兴旺、惹　神的人稳
15:34 受贿赂之人的~、必被火烧．
18: 6 他~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
18:14 他要从所倚靠的~被拔出来、
18:15 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里．硫
19:12 攻击我、在我~的四围安营。
20:26 要把他~中所剩下的烧毁。
21:28 那里．恶人住过的~在那里。
22:23 从你~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
29: 4 那时我在~中．　神待我有密
31:31 若我~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
诗52: 5 从你的~中抽出、从活人之地
69:25 场．愿他们的~、无人居住。
78:51 在含的~中、击杀他们强壮时
78:55 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里
78:60 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
78:67 并且他弃掉约瑟的~、不拣选
83: 6 就是住~的以东人、和以实玛
84:10 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里。
91:10 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
106:25 在自己~内发怨言、不听耶和
118:15 在义人的~里、有欢呼拯救的
120: 5 住在基达~之中、有祸了。
箴14:11 必倾倒．正直人的~必兴盛。
歌 1: 5 如同基达的~、好像所罗门的
 1: 8 羊羔、牧放在牧人~的旁边。
赛13:20 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
38:12 好像牧人的~一样．我将性命
40:22 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
耶 4:20 我的~、忽然毁坏、我的幔子
 6: 3 在他周围支搭~、各在自己所
10:20 我的~毁坏、我的绳索折断。
10:20 无人再支搭我的~、挂起我的
30:18 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归回、
35: 7 但一生的年日要住~、使你们
35:10 但住~、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
37:10 也必各人从~里起来、用火焚
49:29 他们的~、和羊群、都要夺去
哀 2: 4 在锡安百姓的~上、倒出他的
何 9: 6 蒺藜．他们的~中必生荆棘。
12: 9 我必使你再住~、如在大会的
哈 3: 7 我见古珊的~遭难、米甸的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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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12: 7 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免
玛 2:12 和华也必从雅各的~中剪除他
徒18: 3 他们本是制造~为业．保罗因
林后 5: 1 我们这地上的~若拆毁了、必

 5: 2 我们在这~里叹息、深想得那
 5: 4 我们在这~里、叹息劳苦、并
来11: 9 好像在异地居住~、与那同蒙
彼后 1:13 当趁我还在这~的时候提醒你

 1:14 知道我脱离这~的时候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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