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聖經(113次)

新約(29次)
福音書(19)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9)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4)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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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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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示錄(4)

律法書(29)
歷史書(16)

預言書(4)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6)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9) 利未記(16) 民數記(2) 申命記(0)
舊約(84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7)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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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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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詩歌智慧書(9) 約伯記(2) 詩篇(4)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2)

創35: 5 　神使那~圍城邑的人都甚驚
41:48 各城~圍田地的糧食、都積存
出 4: 7 已經復原、與~身的肉一樣。
28:32 口的~圍織出領邊來、彷彿鎧
28:33 袍子~圍底邊上、要用藍色紫
28:33 在袍子~圍的石榴中間、要有
28:34 石榴、在袍子~圍的底邊上。
29:16 宰這羊、把血灑在壇的~圍。
39:23 口的~圍織出領邊來、彷彿鎧
39:25 鈴鐺釘在袍子~圍底邊上的石
39:26 在袍子~圍底邊上、用以供職
利 1: 5 把血灑在會幕門口壇的~圍。
 1:11 的、要把羊血灑在壇的~圍。
 3: 2 司的、要把血灑在壇的~圍。
 3: 8 子孫、要把血灑在壇的~圍。
 3:13 子孫、要把血灑在壇的~圍。
 7: 2 其血、祭司要灑在壇的~圍．
 8:15 抹在壇上四角的~圍、使壇潔
 8:19 羊．摩西把血灑在壇的~圍．
 8:24 指上．又把血灑在壇的~圍。
 9:12 遞給他、他就灑在壇的~圍。
 9:18 遞給他、他就灑在壇的~圍。
16:18 的血、抹在壇上四角的~圍．
19:27 頭的~圍不可剃、〔周圍或作
19:27 ~圍或作兩鬢〕鬍鬚的周圍也
19:27 鬢〕鬍鬚的~圍也不可損壞。
21: 5 不可剃除鬍鬚的~圍、也不可
民11: 8 百姓~圍行走、把嗎哪收起來
32:33 連那地和~圍的城邑、都給了

撒上26: 5 重營裏、百姓安營在他~圍。
26: 7 押尼珥和百姓睡在他~圍。

撒下 5: 9 衛又從米羅以裏、~圍築牆。
王上 3: 1 殿、並耶路撒冷~圍的城牆。

 6:29 內殿外殿~圍的牆上、都刻著
 7:12 大院~圍有鑿成的石頭三層、
 7:18 網子~圍有兩行石榴遮蓋柱頂
 7:24 ~圍有野瓜的樣式、每肘十瓜
 7:36 獅子、和棕樹．~圍有瓔珞。

王下17:15 效法~圍的外邦人、就是耶和
23: 5 和耶路撒冷的~圍燒香．現在
25:17 銅頂的~圍有網子、和石榴、

代上27: 1 ~年按月輪流、替換出入服事

28:12 ~圍的房屋、殿的府庫、和聖
代下 4: 3 海~圍有野瓜的樣式、每肘十
尼12:28 從耶路撒冷的~圍、和尼陀法
伯22:14 使他不能看見．他~遊穹蒼。
26:10 在水面的~圍畫出界限、直到
詩 3: 6 雖有成萬的百姓來~圍攻擊我
48:12 你們當~遊錫安、四圍旋繞、
79: 3 在耶路撒冷~圍流他們的血如
139:11 我~圍的亮光必成為黑夜．
箴 8:27 他在淵面的~圍、畫出圓圈、
歌 5:14 刻的象牙、~圍鑲嵌藍寶石。
 7: 2 如一堆麥子、~圍有百合花。
賽17:11 你~圍圈上籬笆、又到早晨使
23:16 拿琴~流城內、巧彈多唱、使
29: 1 你年上加年、節期照常~流．
耶 1:15 ~圍攻擊城牆、又要攻擊猶大
 4:17 他們~圍攻擊耶路撒冷、好像
 6: 3 在他~圍支搭帳棚、各在自己
 9:26 和一切住在曠野剃~圍頭髮的
25:23 布斯、和一切剃~圍頭髮的．
49:32 我必將剃~圍頭髮的人、分散
51: 2 的日子、他們要~圍攻擊他。
52:22 銅頂的~圍有網子和石榴、都
52:23 在網子~圍、共有一百石榴。
結 1: 4 ~圍有光輝、從其中的火內發
 1:18 畏．四個輪輞~圍滿有眼睛。
 1:27 ~圍都有火的形狀、又見從他
 1:27 彿火的形狀、~圍也有光輝。
 1:28 ~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樣．這
10:12 並輪~圍、都滿了眼睛．這四
12:10 和他~圍以色列全家的預表。
12:14 ~圍一切幫助他的、和他所有
40:25 門洞兩旁與廊子的~圍、都有
40:29 門洞兩旁與廊子的~圍、都有
40:30 ~圍有廊子、長二十五肘、寬
40:33 門洞兩旁與廊子的~圍、都有
40:36 門洞~圍、都有窗櫺．門洞長
41:11 門向南．~圍的餘地寬五肘。
41:19 著棕樹．殿內~圍都是如此。
46:22 ~圍有牆、每院長四十肘、寬
46:23 其中~圍有一排房子、房子內
鴻 3: 8 ~圍有水．海作他的濠溝〔海

太14:35 就打發人到~圍地方去、把所
21:33 ~圍圈上籬笆、裏面挖了一個
可 3: 5 耶穌怒目~圍看他們、憂愁他
 3:32 有許多人在耶穌~圍坐著．他
 3:34 就四面觀看那~圍坐著的人、
 5:32 耶穌~圍觀看、要見作這事的
 6: 6 就往~圍鄉村教訓人去了。
 9: 8 門徒忽然~圍一看、不再見一
10:23 耶穌~圍一看、對門徒說、有
11:11 ~圍看了各樣物件．天色已晚
12: 1 ~圍圈上籬笆、挖了一個壓酒
路 1:65 ~圍居住的人都懼怕、這一切
 4:37 是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圍地方
 6:10 他就~圍看著他們眾人、對那
 7:17 就傳遍了猶太、和~圍地方。
 8: 1 耶穌~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
13: 8 等我~圍掘開土、加上糞．
19:43 ~圍環繞你、四面困住你、
約11:42 是為~圍站著的眾人、叫他們
徒 9:32 彼得~流四方的時候、也到了
10:38 他~流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
14: 6 庇、兩個城、和~圍地方去．
25: 7 ~圍站著、將許多重大的事控

林後 7: 5 ~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
猶 1: 7 和~圍城邑的人、也照他們一
啟 4: 4 寶座的~圍、又有二十四個座
 4: 6 和寶座~圍有四個活物、前後
 5:11 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圍、有
 7:11 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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