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 圣经(87次)

新约(25次)
福音书(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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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冠 guān

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2)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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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律法书(14)
历史书(11)

预言书(1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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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出埃及记(9) 利未记(5)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62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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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4)
诗歌智慧书(18) 约伯记(3) 诗篇(6) 箴言(8) 传道书(0) 雅歌(1)

出28: 4 ~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
28:37 带子、将牌系在~冕的前面。
28:39 用细麻布作~冕．又用绣花的
29: 6 把~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
29: 6 他头上、将圣~加在冠冕上。
29: 6 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冕上。
39:28 并用细麻布作~冕、和华美的
39:30 他用精金作圣~上的牌、在上
39:31 将牌系在~冕上．是照耶和华
利 8: 9 把~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
 8: 9 在~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
 8: 9 就是圣~．都是照耶和华所吩
16: 4 头戴细麻布~冕．这都是圣服
21:12 因为　神膏油的~冕在他头上

撒下 1:10 把他头上的~冕、臂上的镯子
12:30 夺了亚扪人之王所戴的金~冕
12:30 人将这~冕戴在大卫头上。大

王下11:12 给他戴上~冕、将律法书交给
代上20: 2 夺了亚扪人之王所戴的金~冕

20: 2 人将这~冕戴在大卫头上．大
代下23:11 给他戴上~冕、将律法书交给
斯 1:11 实提头戴王后的~冕到王面前
 2:17 王就把王后的~冕戴在他头上
 6: 8 常穿的朝服、和戴~的御马、
 8:15 头戴大金~冕、又穿紫色细麻
伯19: 9 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冕。
29:14 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冕。
31:36 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冕．
诗 8: 5 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冕。
21: 3 把精金的~冕戴在他头上。
65:11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冕．你的
89:39 的约、将他的~冕践踏于地。
103: 4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冕。
132:18 但他的~冕、要在头上发光。
箴 1: 9 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你
 4: 9 他必将华~加在你头上、把荣
12: 4 是丈夫的~冕．贻羞的妇人、
14:18 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冕。
14:24 为自己的~冕．愚妄人的愚昧
16:31 白发是荣耀的~冕．在公义的
17: 6 子孙为老人的~冕．父亲是儿
27:24 能永有．~冕岂能存到万代。

歌 3:11 头戴~冕、就是在他婚筵的日
赛 3:20 华~、足链、华带、香盒、符
23: 8 推罗本是赐~冕的．他的商家
28: 1 以所夸的为~冕、犹如将残之
28: 2 他必用手将~冕摔落于地。
28: 3 他的~冕、必被踏在脚下．
28: 5 华必作他余剩之民的荣~华冕
61: 3 赐华~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
61:10 好像新郎戴上华~、又像新妇
62: 3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
耶13:18 就是你们的华~、已经脱落了
哀 5:16 ~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
结16:12 耳朵上、将华~戴在你头上。
21:26 当除掉~、摘下冕、景况必不
23:42 上、把华~戴在他们的头上。
亚 3: 5 要将洁净的~冕戴在他头上．
 3: 5 们就把洁净的~冕戴在他头上
 6:11 取这金银作~冕、戴在约撒答
 6:14 这~冕要归希连、〔就是黑玳
 9:16 因为他们必像~冕上的宝石、
太27:29 用荆棘编作~冕、戴在他头上
可15:17 又用荆棘编作~冕给他戴上．
约19: 2 兵丁用荆棘编作~冕、戴在他
19: 5 戴着荆棘~冕、穿着紫袍。彼

林前 9:25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冕．
 9:25 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冕。
腓 4: 1 我的~冕．我亲爱的弟兄、你
帖前 2:19 并所夸的~冕、是什么呢．岂
提后 2: 5 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冕。

 4: 8 有公义的~冕为我存留、就是
来 2: 7 赐他荣耀尊贵为~冕、并将你
 2: 9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冕、叫他
雅 1:12 必得生命的~冕、这是主应许
彼前 5: 4 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冕
启 2:10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冕。
 3:11 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冕。
 4: 4 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冕。
 4:10 又把他们的~冕放在宝座前、
 6: 2 并有~冕赐给他．他便出来、
 9: 7 头上戴的好像金~冕、脸面好
12: 1 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冕．
12: 3 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冕。

13: 1 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冕、七头
14:14 头上戴着金~冕、手里拿着快
19:12 他头上戴着许多~冕．又有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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