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釘 聖經(89次)

新約(60次)
福音書(43)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2)

馬太福音(11) 馬可福音(9) 路加福音(8) 約翰福音(15)
使徒行傳(3)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4)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5)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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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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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啟示錄(1)

律法書(3)
歷史書(11)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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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0)
舊約(29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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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0)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1)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2) 雅歌(1)

出39:25 把鈴鐺~在袍子周圍底邊上的
利 8: 9 在冠冕的前面~上金牌、就是
民15:38 的繸子上、~一根藍細帶子。
士 4:21 將橛子從他鬢邊~進去、釘入
 4:21 ~入地裏．西西拉就死了。
16:14 用橛子~住、對他說、參孫哪

撒上18:11 ~在牆上。大衛躲避他兩次。
19:10 ~在牆上．他卻躲開、掃羅的
31:10 將他的屍身~在伯珊的城牆上

代上10:10 將他的首級~在大袞廟中。
22: 2 作門上的~子和鉤子．又預備

代下 3: 9 金~重五十舍客勒。樓房都貼
拉 9: 8 使我們安穩如~子釘在他的聖
 9: 8 我們安穩如釘子~在他的聖所
伯41:30 尖瓦片．他如~耙經過淤泥。
傳12:11 又像~穩的釘子．都是一個牧
12:11 又像釘穩的~子．都是一個牧
歌 1:11 要為你編上金辮、鑲上銀~。
賽22:23 像~子釘在堅固處．他必作為
22:23 像釘子~在堅固處．他必作為
22:25 當那日~在堅固處的釘子必壓
22:25 那日釘在堅固處的~子必壓斜
41: 7 又用~子釘穩、免得偶像動搖
41: 7 又用釘子~穩、免得偶像動搖
耶10: 4 用~子和錘子釘穩、使他不動
10: 4 用釘子和錘子~穩、使他不動
結15: 3 可以取來作~子挂甚麼器皿麼
40:43 ~在廊內的四圍．桌子上有犧
亞10: 4 ~子、爭戰的弓、和一切掌權
太20:19 ~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復
23:34 要~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
26: 2 要被交給人、~在十字架上。
27:22 他們都說、把他~十字架。
27:23 力的喊著說、把他~十字架。
27:26 穌鞭打了、交給人~十字架。
27:31 服、帶他出去、要~十字架。
27:35 他們既將他~在十字架上、就
27:38 和他同~十字架、一個在右邊
27:44 那和他同~的強盜、也是這樣
28: 5 你們是尋找那~十字架的耶穌
可15:13 們又喊著說、把他~十字架。
15:14 力的喊著說、把他~十字架。

15:15 穌鞭打了、交給人~十字架。
15:20 服、帶他出去、要~十字架。
15:24 於是將他~在十字架上、拈鬮
15:25 ~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時
15:27 和他同~十字架．一個在右邊
15:32 那和他同~的人也是譏誚他。
16: 6 你們尋找那~十字架的拿撒勒
路23:21 ~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
23:21 釘他十字架、~他十字架。
23:23 求他把耶穌~在十字架上。他
23:33 就在那裏把耶穌~在十字架上
23:33 又~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
23:39 那同~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
24: 7 ~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復活。
24:20 去定了死罪、~在十字架上。
約19: 6 ~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彼
19: 6 ~他十字架。彼拉多說、你們
19: 6 你們自己把他~十字架吧．我
19:10 也有權柄把你~十字架麼。
19:15 ~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
19:15 我可以把你們的王~十字架麼
19:16 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十字架
19:18 他們就在那裏~他在十字架上
19:18 還有兩個人和他一同~著、一
19:20 因為耶穌被~十字架的地方、
19:23 兵丁既然將耶穌~在十字架上
19:32 並與耶穌同~第二個人的腿、
19:41 在耶穌~十字架的地方、有一
20:25 我非看見他手上的~痕、用指
20:25 用指頭探入那~痕、又用手探
徒 2:23 手、把他~在十字架上殺了。
 2:36 你們~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4:10 是因你們所~十字架、　神叫
羅 6: 6 和他同~十字架、使罪身滅絕
林前 1:13 保羅為你們~了十字架麼．你

 1:23 我們卻是傳~十字架的基督、
 2: 2 道耶穌基督、並他~十字架。
 2: 8 不把榮耀的主~在十字架上了

林後13: 4 他因軟弱被~在十字架上、卻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十字架．現
 3: 1 耶穌基督~十字架、已經活畫
 5:24 情私慾、同~在十字架上了。

 6:14 世界已經~在十字架上．就世
 6:14 而論、我已經~在十字架上。
西 2:14 把他撤去、~在十字架上．
來 6: 6 他們把　神的兒子重~十字架
啟11: 8 就是他們的主~十字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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