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架 圣经(99次)

新约(81次)
福音书(51)
历史书(3)
保罗书信(24)

马太福音(15) 马可福音(12) 路加福音(9) 约翰福音(15)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6)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9)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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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 jià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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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书(15)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8)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0)
旧约(1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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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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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4:10 包在海狗皮里、放在抬~上。
 4:12 用海狗皮蒙上、放在抬~上。

撒下 3:29 ~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
王上 7:30 有铸成的盆~、其旁都有璎珞

 7:34 每座四角上都有盆~、是与座
 7:35 座上有圆~、高半肘．座上有

代下34:11 和~木、与栋梁、修犹大王所
尼 3: 3 ~横梁、安门扇、和闩锁。
 3: 6 门、~横梁、安门扇和闩锁。
斯 5:14 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明
 5:14 这话为美、就叫人作了木~。
 6: 4 末底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上
 7: 9 作了五丈高的木~、现今立在
 7:10 在他为末底改所预备的木~上
 8: 7 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上。
 9:13 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上。
 9:25 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上。
诗94:20 那借着律例~弄残害、在位上
太10:38 不背着他的十字~跟从我的、
16:24 背起他的十字~、来跟从我。
20:19 钉在十字~上．第三日他要复
23:34 要钉十字~．有的你们要在会
26: 2 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上。
27:22 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
27:23 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
27:26 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
27:31 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
27:32 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
27:35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上、就
27:38 和他同钉十字~、一个在右边
27:40 儿子、就从十字~上下来吧。
27:42 现在可以从十字~上下来、我
28: 5 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的耶稣
可 8:34 背起他的十字~来跟从我。
15:13 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
15:14 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
15:15 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
15:20 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
15:21 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
15:24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上、拈阄
15:25 钉他在十字~上、是巳初的时
15:27 和他同钉十字~．一个在右边

15:30 可以救自己从十字~上下来吧
15:32 现在可以从十字~上下来、叫
16: 6 寻找那钉十字~的拿撒勒人耶
路 9:23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来、跟从
14:27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跟从我的
23:21 钉他十字~、钉他十字架。
23:21 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
23:23 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上。他
23:26 把十字~搁在他身上、叫他背
23:33 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上
24: 7 钉在十字~上、第三日复活。
24:20 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上。
约19: 6 钉他十字~、钉他十字架。彼
19: 6 钉他十字~。彼拉多说、你们
19: 6 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吧．我
19:10 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么。
19:15 钉他在十字~上。彼拉多说、
19:15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么
19:16 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
19:17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出来、
19:18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上
19:19 安在十字~上．写的是犹太人
19:20 因为耶稣被钉十字~的地方、
19:23 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上
19:25 站在耶稣十字~旁边的、有他
19:31 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上
19:41 在耶稣钉十字~的地方、有一
徒 2:23 手、把他钉在十字~上杀了。
 2:36 你们钉在十字~上的这位耶稣
 4:10 是因你们所钉十字~、　神叫
罗 6: 6 和他同钉十字~、使罪身灭绝
林前 1:13 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么．你

 1:17 免得基督的十字~落了空。
 1:18 因为十字~的道理、在那灭亡
 1:23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的基督、
 2: 2 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
 2: 8 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上了

林后13: 4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上、却
加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现
 3: 1 耶稣基督钉十字~、已经活画
 5:11 那十字~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5:24 情私欲、同钉在十字~上了。

 6:12 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受逼迫
 6:14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
 6:14 因这十字~、就我而论、世界
 6:14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上．就世
 6:14 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上。
弗 2:16 既在十字~上灭了冤仇、便借
 2:16 便借这十字~、使两下归为一
腓 2: 8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上。
 3:18 是基督十字~的仇敌．我屡次
西 1:20 然借着他在十字~上所流的血
 2:14 把他撤去、钉在十字~上．
 2:15 众人看、就仗着十字~夸胜。
来 6: 6 他们把　神的儿子重钉十字~
12: 2 忍受了十字~的苦难、便坐在
启11: 8 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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