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 聖經(90次)

新約(3次)
福音書(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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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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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歷史書(11)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6) 出埃及記(41)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87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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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6)
詩歌智慧書(18) 約伯記(4) 詩篇(12)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 2:11 就是~繞哈腓拉全地的．在那
 2:13 基訓、就是~繞古實全地的。
24:22 那人就拿一個金~、重半舍客
24:29 看見金~、又看見金鐲在他妹
24:47 我就把~子戴在他鼻子上、把
35: 4 和他們耳朵上的~子、交給雅
出25:12 也要鑄四個金~安在櫃的四腳
25:12 腳上、這邊兩~、那邊兩環。
25:12 腳上、這邊兩環、那邊兩~。
25:14 要把杠穿在櫃旁的~內、以便
25:15 這杠要常在櫃的~內、不可抽
25:26 要作四個金~、安在桌子的四
25:27 安~子的地方要挨近橫梁、可
26:24 直頂到第一個~子、兩塊都要
26:29 又要作板上的金~套閂、閂也
27: 4 在網的四角上、作四個銅~。
27: 7 這杠要穿在壇兩旁的~子內、
28:23 在胸牌上也要作兩個金~、安
28:24 鍊子、穿過胸牌兩頭的~子。
28:26 要作兩個金~、安在胸牌的兩
28:27 又要作兩個金~、安在以弗得
28:28 把胸牌的~子與以弗得的環子
28:28 牌的環子與以弗得的~子繫住
30: 4 要作兩個金~、安在牙子邊以
32: 2 摘下你們妻子兒女耳上的金~
32: 3 百姓就都摘下他們耳上的金~
32:24 凡有金~的、可以摘下來、他
32:24 我把金~扔在火中、這牛犢便
35:22 耳~、〔或作鼻環〕打印的戒
35:22 或作鼻~〕打印的戒指、和手
36:29 直到第一個~子、在帳幕的兩
36:34 又作板上的金~套閂．閂也用
37: 3 又鑄四個金~、安在櫃的四腳
37: 3 腳上、這邊兩~、那邊兩環。
37: 3 腳上、這邊兩環、那邊兩~。
37: 5 把杠穿在櫃旁的~內、以便抬
37:13 又鑄了四個金~、安在桌子四
37:14 安~子的地方、是挨近橫梁、
37:27 作兩個金~、安在牙子邊以下
38: 5 為銅網的四角鑄四個~子、作
38: 7 把杠穿在壇兩旁的~子內、用
39:16 和兩個金~、安在胸牌的兩頭

39:17 鍊子、穿過胸牌兩頭的~子。
39:19 作兩個金~、安在胸牌的兩頭
39:20 又作兩個金~、安在以弗得前
39:21 把胸牌的~子、和以弗得的環
39:21 和以弗得的~子繫住、使胸牌
民31:50 耳~、手釧、都送來為耶和華
申32:10 就~繞他、看顧他、保護他、
士 8:24 請你們各人將所奪的耳~給我
 8:24 實瑪利人、都是戴金耳~的。
 8:25 各人將所奪的耳~丟在其上。
 8:26 基甸所要出來的金耳~、重一
 8:26 此外還有米甸王所戴的月~、

撒下 8: 1 權柄。〔原文作母城的嚼~〕
22: 5 曾有死亡的波浪~繞我．匪類

王上 7:20 各有兩行石榴~繞、兩行共有
王下19:28 把嚼~放在你口裏、使你從你
代下33:14 ~繞俄斐勒、這牆築得甚高．
斯 1: 6 繩紫色繩從銀~內繫在白玉石
伯22:10 有網羅~繞你、有恐懼忽然使
29: 5 我同在、我的兒女都~繞我．
40:22 遮蔽他、溪旁的柳樹~繞他。
42:11 送他一塊銀子、和一個金~。
詩 7: 7 願眾民的會~繞你．願你從其
22:16 惡黨~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
26: 6 表明無辜、才~繞你的祭壇．
32: 7 樂歌、四面~繞我。〔細拉〕
32: 9 必用嚼~轡頭勒住他．不然、
32:10 華的、必有慈愛四面~繞他。
39: 1 候、我要用嚼~勒住我的口。
49: 5 四面~繞我、我何必懼怕。
88:17 這些終日如水~繞我、一齊都
118:11 他們~繞我、圍困我．我靠耶
139: 5 你在我前後~繞我、按手在我
142: 7 義人必~繞我、因為你是用厚
箴11:22 見識、如同金~帶在豬鼻上。
25:12 好像金耳~、和精金的妝飾。
賽 3:19 耳~、手鐲、蒙臉的帕子．
 3:21 戒指、鼻~．
30:28 口中、必有使人錯行的嚼~。
37:29 把嚼~放在你口裏、使你從原
結16:12 我也將~子戴在你鼻子上、將
16:12 將耳~戴在你耳朵上、將華冠

何 2:13 那時他佩帶耳~、和別樣妝飾
拿 2: 3 大水~繞我．你的波浪洪濤、
 2: 5 諸水~繞我、幾乎淹沒我．深
路19:43 周圍~繞你、四面困住你、
雅 3: 3 我們若把嚼~放在馬嘴裏、叫
啟14:20 高到馬的嚼~、遠有六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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