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 圣经(83次)

新约(21次)
福音书(8)
历史书(0)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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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dài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7)

律法书(18)
历史书(16)

预言书(7)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4) 利未记(5) 民数记(0) 申命记(5)
旧约(62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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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1) 诗篇(4)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2)

创24:47 我就把环子~在他鼻子上、把
24:47 子上、把镯子~在他两手上。
41:42 ~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
41:42 衣、把金链~在他的颈项上。
出 3:22 好给你们的儿女穿~．这样你
28:41 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
29: 6 把冠冕~在他头上、将圣冠加
33: 4 就悲哀、也没有人佩~妆饰。
利 8: 8 又给他~上胸牌、把乌陵、和
 8: 9 把冠冕~在他头上、在冠冕的
11:19 鸶、与其类．~鵀、与蝙蝠。
16: 4 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
16: 4 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
申 6: 8 上为记号、~在额上为经文。
11:18 上为记号、~在额上为经文、
14:18 鸶、与其类．~鵀、与蝙蝠。
22: 5 妇女不可穿~男子所穿戴的、
22: 5 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的、
士 8:21 夺获他们骆驼项上~的月牙圈
 8:24 实玛利人、都是~金耳环的。
 8:26 此外还有米甸王所~的月环、

撒上17: 5 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
17:38 将铜盔给他~上、又给他穿上
17:39 我穿~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

撒下12:30 夺了亚扪人之王所~的金冠冕
12:30 人将这冠冕~在大卫头上。大

王下11:12 给他~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
代上20: 2 夺了亚扪人之王所~的金冠冕

20: 2 人将这冠冕~在大卫头上．大
代下23:11 给他~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
斯 1:11 王后瓦实提头~王后的冠冕到
 2:17 王就把王后的冠冕~在他头上
 6: 8 常穿的朝服、和~冠的御马、
 8:15 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
伯 8:22 恨恶你的要披~惭愧．恶人的
诗21: 3 把精金的冠冕~在他头上。
45: 9 王后佩~俄斐金饰、站在你右
73: 6 骄傲如链子~在他们的项上．
109:29 披~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
歌 3:11 头~冠冕、就是在他婚筵的日
 3:11 的时候、他母亲给他~上的。
赛 9: 5 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盔甲

49:18 你必要以他们为妆饰佩~、以
61:10 好像新郎~上华冠、又像新妇
61:10 上华冠、又像新妇佩~妆饰。
耶 4:30 佩~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
结16:11 将镯子~在你手上、将金链戴
16:11 你手上、将金链~在你项上。
16:12 我也将环子~在你鼻子上、将
16:12 将耳环~在你耳朵上、将华冠
16:12 耳朵上、将华冠~在你头上。
23:40 己身、粉饰眼目、佩~妆饰、
23:42 把镯子~在二妇的手上、把华
23:42 上、把华冠~在他们的头上。
28:13 佩~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
38: 5 亚人〕各拿盾牌、头上~盔．
44:18 他们头上要~细麻布裹头巾、
但 5:16 项~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5:29 把金链给他~在颈项上、又传
亚 3: 5 要将洁净的冠冕~在他头上．
 3: 5 们就把洁净的冠冕~在他头上
 6:11 ~在约撒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
太 6:29 他所穿~的、还不如这花一朵
23: 5 所以将佩~的经文做宽了、衣
27:29 ~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
可15:17 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上．
路12:27 他所穿~的、还不如这花一朵
15:22 把戒指~在他指头上．把鞋穿
约19: 2 ~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
19: 5 ~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
罗13:14 总要披~主耶稣基督、不要为
加 3:27 入基督的、都是披~基督了。
弗 6:11 要穿~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6:17 并~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

帖前 5: 8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上。
彼前 3: 3 ~金饰、穿美衣、为妆饰、
启 4: 4 身穿白衣、头上~着金冠冕。
 9: 7 头上~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
12: 1 踏月亮、头~十二星的冠冕．
12: 3 十角、七头上~着七个冠冕。
13: 1 在十角上~着十个冠冕、七头
14:14 头上~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
19:12 他头上~着许多冠冕．又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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