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钉 圣经(89次)

新约(60次)
福音书(43)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2)

马太福音(11) 马可福音(9) 路加福音(8) 约翰福音(15)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4)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5)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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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 dīng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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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启示录(1)

律法书(3)
历史书(11)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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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0)
旧约(29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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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0)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1) 诗篇(0) 箴言(0) 传道书(2) 雅歌(1)

出39:25 把铃铛~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
利 8: 9 在冠冕的前面~上金牌、就是
民15:38 的繸子上、~一根蓝细带子。
士 4:21 将橛子从他鬓边~进去、钉入
 4:21 ~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
16:14 用橛子~住、对他说、参孙哪

撒上18:11 ~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
19:10 ~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
31:10 将他的尸身~在伯珊的城墙上

代上10:10 将他的首级~在大衮庙中。
22: 2 作门上的~子和钩子．又预备

代下 3: 9 金~重五十舍客勒。楼房都贴
拉 9: 8 使我们安稳如~子钉在他的圣
 9: 8 我们安稳如钉子~在他的圣所
伯41:30 尖瓦片．他如~耙经过淤泥。
传12:11 又像~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
12:11 又像钉稳的~子．都是一个牧
歌 1:11 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
赛22:23 像~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
22:23 像钉子~在坚固处．他必作为
22:25 当那日~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
22:25 那日钉在坚固处的~子必压斜
41: 7 又用~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
41: 7 又用钉子~稳、免得偶像动摇
耶10: 4 用~子和锤子钉稳、使他不动
10: 4 用钉子和锤子~稳、使他不动
结15: 3 可以取来作~子挂什么器皿么
40:43 ~在廊内的四围．桌子上有牺
亚10: 4 ~子、争战的弓、和一切掌权
太20:19 ~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
23:34 要~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
26: 2 要被交给人、~在十字架上。
27:22 他们都说、把他~十字架。
27:23 力的喊着说、把他~十字架。
27:26 稣鞭打了、交给人~十字架。
27:31 服、带他出去、要~十字架。
27:35 他们既将他~在十字架上、就
27:38 和他同~十字架、一个在右边
27:44 那和他同~的强盗、也是这样
28: 5 你们是寻找那~十字架的耶稣
可15:13 们又喊着说、把他~十字架。
15:14 力的喊着说、把他~十字架。

15:15 稣鞭打了、交给人~十字架。
15:20 服、带他出去、要~十字架。
15:24 于是将他~在十字架上、拈阄
15:25 ~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时
15:27 和他同~十字架．一个在右边
15:32 那和他同~的人也是讥诮他。
16: 6 你们寻找那~十字架的拿撒勒
路23:21 ~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23:21 钉他十字架、~他十字架。
23:23 求他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
23:33 就在那里把耶稣~在十字架上
23:33 又~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
23:39 那同~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
24: 7 ~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24:20 去定了死罪、~在十字架上。
约19: 6 ~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彼
19: 6 ~他十字架。彼拉多说、你们
19: 6 你们自己把他~十字架吧．我
19:10 也有权柄把你~十字架么。
19:15 ~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
19:15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十字架么
19:16 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十字架
19:18 他们就在那里~他在十字架上
19:18 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着、一
19:20 因为耶稣被~十字架的地方、
19:23 兵丁既然将耶稣~在十字架上
19:32 并与耶稣同~第二个人的腿、
19:41 在耶稣~十字架的地方、有一
20:25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痕、用指
20:25 用指头探入那~痕、又用手探
徒 2:23 手、把他~在十字架上杀了。
 2:36 你们~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4:10 是因你们所~十字架、　神叫
罗 6: 6 和他同~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林前 1:13 保罗为你们~了十字架么．你

 1:23 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
 2: 2 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
 2: 8 不把荣耀的主~在十字架上了

林后13: 4 他因软弱被~在十字架上、却
加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十字架．现
 3: 1 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活画
 5:24 情私欲、同~在十字架上了。

 6:14 世界已经~在十字架上．就世
 6:14 而论、我已经~在十字架上。
西 2:14 把他撤去、~在十字架上．
来 6: 6 他们把　神的儿子重~十字架
启11: 8 就是他们的主~十字架之处。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钉 dīng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