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圣经(113次)

新约(29次)
福音书(19)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9)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4)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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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zhōu

普通书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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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4)

律法书(29)
历史书(16)

预言书(4)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9) 利未记(16) 民数记(2) 申命记(0)
旧约(84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7)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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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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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诗歌智慧书(9) 约伯记(2) 诗篇(4)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2)

创35: 5 　神使那~围城邑的人都甚惊
41:48 各城~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
出 4: 7 已经复原、与~身的肉一样。
28:32 口的~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
28:33 袍子~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
28:33 在袍子~围的石榴中间、要有
28:34 石榴、在袍子~围的底边上。
29:16 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围。
39:23 口的~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
39:25 铃铛钉在袍子~围底边上的石
39:26 在袍子~围底边上、用以供职
利 1: 5 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围。
 1:11 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围。
 3: 2 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围。
 3: 8 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围。
 3:13 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围。
 7: 2 其血、祭司要洒在坛的~围．
 8:15 抹在坛上四角的~围、使坛洁
 8:19 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围．
 8:24 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围。
 9:12 递给他、他就洒在坛的~围。
 9:18 递给他、他就洒在坛的~围。
16:18 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围．
19:27 头的~围不可剃、〔周围或作
19:27 ~围或作两鬓〕胡须的周围也
19:27 鬓〕胡须的~围也不可损坏。
21: 5 不可剃除胡须的~围、也不可
民11: 8 百姓~围行走、把吗哪收起来
32:33 连那地和~围的城邑、都给了

撒上26: 5 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围。
26: 7 押尼珥和百姓睡在他~围。

撒下 5: 9 卫又从米罗以里、~围筑墙。
王上 3: 1 殿、并耶路撒冷~围的城墙。

 6:29 内殿外殿~围的墙上、都刻着
 7:12 大院~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
 7:18 网子~围有两行石榴遮盖柱顶
 7:24 ~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
 7:36 狮子、和棕树．~围有璎珞。

王下17:15 效法~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
23: 5 和耶路撒冷的~围烧香．现在
25:17 铜顶的~围有网子、和石榴、

代上27: 1 ~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事

28:12 ~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
代下 4: 3 海~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
尼12:28 从耶路撒冷的~围、和尼陀法
伯22:14 使他不能看见．他~游穹苍。
26:10 在水面的~围画出界限、直到
诗 3: 6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围攻击我
48:12 你们当~游锡安、四围旋绕、
79: 3 在耶路撒冷~围流他们的血如
139:11 我~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箴 8:27 他在渊面的~围、画出圆圈、
歌 5:14 刻的象牙、~围镶嵌蓝宝石。
 7: 2 如一堆麦子、~围有百合花。
赛17:11 你~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
23:16 拿琴~流城内、巧弹多唱、使
29: 1 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流．
耶 1:15 ~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
 4:17 他们~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
 6: 3 在他~围支搭帐棚、各在自己
 9:26 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围头发的
25:23 布斯、和一切剃~围头发的．
49:32 我必将剃~围头发的人、分散
51: 2 的日子、他们要~围攻击他。
52:22 铜顶的~围有网子和石榴、都
52:23 在网子~围、共有一百石榴。
结 1: 4 ~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
 1:18 畏．四个轮辋~围满有眼睛。
 1:27 ~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
 1:27 佛火的形状、~围也有光辉。
 1:28 ~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
10:12 并轮~围、都满了眼睛．这四
12:10 和他~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
12:14 ~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
40:25 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围、都有
40:29 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围、都有
40:30 ~围有廊子、长二十五肘、宽
40:33 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围、都有
40:36 门洞~围、都有窗棂．门洞长
41:11 门向南．~围的余地宽五肘。
41:19 着棕树．殿内~围都是如此。
46:22 ~围有墙、每院长四十肘、宽
46:23 其中~围有一排房子、房子内
鸿 3: 8 ~围有水．海作他的濠沟〔海

太14:35 就打发人到~围地方去、把所
21:33 ~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
可 3: 5 耶稣怒目~围看他们、忧愁他
 3:32 有许多人在耶稣~围坐着．他
 3:34 就四面观看那~围坐着的人、
 5:32 耶稣~围观看、要见作这事的
 6: 6 就往~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9: 8 门徒忽然~围一看、不再见一
10:23 耶稣~围一看、对门徒说、有
11:11 ~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
12: 1 ~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
路 1:65 ~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
 4:37 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围地方
 6:10 他就~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
 7:17 就传遍了犹太、和~围地方。
 8: 1 耶稣~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
13: 8 等我~围掘开土、加上粪．
19:43 ~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
约11:42 是为~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
徒 9:32 彼得~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
10:38 他~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
14: 6 庇、两个城、和~围地方去．
25: 7 ~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

林后 7: 5 ~围遭患难、外有争战、内有
犹 1: 7 和~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
启 4: 4 宝座的~围、又有二十四个座
 4: 6 和宝座~围有四个活物、前后
 5:11 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围、有
 7:11 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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