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帳棚 聖經(135次)

新約(7次)
福音書(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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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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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歷史書(3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0) 士師記(1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4) 歷
代志上(2)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6) 出埃及記(6) 利未記(1) 民數記(12) 申命記(5)
舊約(128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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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30) 約伯記(15) 詩篇(12)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2)

創 4:20 雅八就是住~牧養牲畜之人的
 9:21 酒便醉了．在~裏赤著身子。
 9:27 使他住在閃的~裏．又願迦南
12: 8 支搭~．西邊是伯特利、東邊
13: 3 間、就是從前支搭~的地方、
13: 5 羅得、也有牛群、羊群、~。
13:12 漸漸挪移~、直到所多瑪。
13:18 亞伯蘭就搬了~、來到希伯崙
18: 1 正熱、亞伯拉罕坐在~門口。
18: 2 就從~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
18: 6 亞伯拉罕急忙進~見撒拉說、
18: 9 撒拉在那裏、他說、在~裏。
18:10 撒拉在那人後邊的~門口、也
24:67 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撒拉的~
25:27 雅各為人安靜、常住在~裏。
26:17 在基拉耳谷支搭~、住在那裏
26:25 並且支搭~．他的僕人便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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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兩個使女的~、都沒有搜出
31:33 就從利亞的~出來、進了拉結
31:33 的帳棚出來、進了拉結的~。
31:34 拉班摸遍了那~、並沒有摸著
33:18 地的示劍城、在城東支搭~。
33:19 的子孫、買了支~的那塊地。
35:21 前往、在以得臺那邊支搭~。
出16:16 為~裏的人按著人數收起來、
18: 7 親嘴、彼此問安、都進了~。
33: 7 摩西素常將~支搭在營外、離
33: 7 他稱這~為會幕．凡求問耶和
33: 8 各人站在自己~的門口、望著
33:10 起來各人在自己~的門口下拜
利14: 8 只是要在自己的~外居住七天
民 1:52 以色列人支搭~、要照他們的
11:10 各在各家的~門口哭號。耶和
16:24 拉、大坍、亞比蘭~的四圍。
16:26 你們離開這惡人的~吧．他們
16:27 亞比蘭~的四圍．大坍、亞比
16:27 都出來站在自己的~門口。
19:14 人死在~裏的條例乃是這樣．
19:14 凡進那~的、和一切在帳棚裏
19:14 和一切在~裏的、都必七天不

19:18 把水灑在~上、和一切器皿、
19:18 並~內的眾人身上、又灑在摸
24: 5 你的~何等華美。以色列阿、
申 1:27 在~內發怨言、說、耶和華因
 5:30 去對他們說、你們回~去吧。
11: 6 並~、與跟他們的一切活物．
16: 7 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去。
33:18 薩迦阿、在你~裏可以快樂。
書 3:14 百姓離開~、要過約但河的時
 7:21 現今藏在我~內的地裏、銀子
 7:22 書亞就打發人跑到亞干的~裏
 7:22 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內、銀
 7:23 他們就從~裏取出來、拿到約
 7:24 ~、以及他所有的、都帶到亞
22: 4 現在可以轉回你們的~、到耶
22: 6 去、他們就回自己的~去了。
22: 7 約書亞打發他們回~的時候、
22: 8 回你們的~去．要將你們從仇
士 4:11 斯撒拿音的橡樹旁、支搭~。
 4:17 到了基尼人希百之妻雅億的~
 4:18 西西拉就進了他的~．雅億用
 4:20 請你站在~門口．若有人來問
 4:21 取了~的橛子、手裏拿著錘子
 4:22 他就進入~、看見西西拉已經
 5:24 氣、比住~的婦人更蒙福祉。
 5:26 雅億左手拿著~的橛子、右手
 6: 5 因為那些人帶著牲畜~來、像
 7: 8 基甸都打發他們各歸各的~、
 8:11 從住~人的路上去、殺敗了米
20: 8 我們連一人都不回自己~、自

撒上17:54 卻將他軍裝放在自己的~裏。
撒下16:22 支搭~．押沙龍在以色列眾人
王下 7: 7 撇下~、馬、驢、營盤照舊、

 7: 8 進了~、吃了、喝了、且從其
 7: 8 又進了一座~、從其中拿出財
 7:10 拴著的馬、和驢、~都照舊。

代上 4:41 來攻擊含族人的~、和那裏所
 5:10 的全地、住在夏甲人的~裏。
伯 4:21 他~的繩索、豈不從中抽出來
 5:24 你必知道你~平安、要查看你
 8:22 愧．惡人的~、必歸於無有。
11:14 也不容非義住在你~之中。

12: 6 強盜的~興旺、惹　神的人穩
15:34 受賄賂之人的~、必被火燒．
18: 6 他~中的亮光、要變為黑暗．
18:14 他要從所倚靠的~被拔出來、
18:15 不屬他的必住在他的~裏．硫
19:12 攻擊我、在我~的四圍安營。
20:26 要把他~中所剩下的燒毀。
21:28 那裏．惡人住過的~在那裏。
22:23 從你~中遠除不義、就必得建
29: 4 那時我在~中．　神待我有密
31:31 若我~的人未嘗說、誰不以主
詩52: 5 從你的~中抽出、從活人之地
69:25 場．願他們的~、無人居住。
78:51 在含的~中、擊殺他們強壯時
78:55 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們的~裏
78:60 幕、就是他在人間所搭的~．
78:67 並且他棄掉約瑟的~、不揀選
83: 6 就是住~的以東人、和以實瑪
84:10 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裏。
91:10 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
106:25 在自己~內發怨言、不聽耶和
118:15 在義人的~裏、有歡呼拯救的
120: 5 住在基達~之中、有禍了。
箴14:11 必傾倒．正直人的~必興盛。
歌 1: 5 如同基達的~、好像所羅門的
 1: 8 羊羔、牧放在牧人~的旁邊。
賽13:20 亞拉伯人也不在那裏支搭~．
38:12 好像牧人的~一樣．我將性命
40:22 幔子、展開諸天如可住的~。
耶 4:20 我的~、忽然毀壞、我的幔子
 6: 3 在他周圍支搭~、各在自己所
10:20 我的~毀壞、我的繩索折斷。
10:20 無人再支搭我的~、挂起我的
30:18 我必使雅各被擄去的~歸回、
35: 7 但一生的年日要住~、使你們
35:10 但住~、聽從我們先祖約拿達
37:10 也必各人從~裏起來、用火焚
49:29 他們的~、和羊群、都要奪去
哀 2: 4 在錫安百姓的~上、倒出他的
何 9: 6 蒺藜．他們的~中必生荊棘。
12: 9 我必使你再住~、如在大會的
哈 3: 7 我見古珊的~遭難、米甸的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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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12: 7 耶和華必先拯救猶大的~、免
瑪 2:12 和華也必從雅各的~中剪除他
徒18: 3 他們本是製造~為業．保羅因
林後 5: 1 我們這地上的~若拆毀了、必

 5: 2 我們在這~裏歎息、深想得那
 5: 4 我們在這~裏、歎息勞苦、並
來11: 9 好像在異地居住~、與那同蒙
彼後 1:13 當趁我還在這~的時候提醒你

 1:14 知道我脫離這~的時候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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