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匠 圣经(119次)

新约(13次)
福音书(5)
历史书(5)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5)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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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匠 jiàng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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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15)
历史书(4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9) 历代
志上(10) 历代志下(15) 以斯拉记(3)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2)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106次)

以赛亚书(14) 耶利米书(18)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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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4)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0) 诗篇(2)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1)

创 4:22 或作是铜~铁匠的祖师〕土八
 4:22 或作是铜匠铁~的祖师〕土八
出26: 1 并用巧~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26:31 以巧~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28: 6 麻、用巧~的手工作以弗得。
28:15 你要用巧~的手工、作一个决
35:35 巧~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
35:35 并机~的工、他们都能作、也
36: 8 并用巧~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36:35 以巧~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38:23 他是雕刻~、又是巧匠、又能
38:23 又是巧~、又能用蓝色紫色朱
39: 3 线、用巧~的手工一同绣上。
39: 8 他用巧~的手工作胸牌、和以
申27:15 就是工~手所作的、在暗中设
士 5:26 右手拿着~人的锤子、击打西
17: 4 亲将二百舍客勒银子交给银~

撒上13:19 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
撒下 5:11 和木~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5:11 和木匠石~、给大卫建造宫殿
王上 5:18 所罗门的~人、和希兰的匠人

 5:18 和希兰的~人、并迦巴勒人、
 7:14 作铜~的．户兰满有智慧、聪

王下12:11 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和工人
12:12 并瓦~、石匠、又买木料和凿
12:12 石~、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
22: 6 就是转交木~和工人、并瓦匠
22: 6 并瓦~、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
24:14 连一切木~、铁匠、都掳了去
24:14 铁~、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
24:16 和木~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
24:16 和木匠铁~一千人、都是能上

代上 4:14 人之祖约押．他们都是~人。
 4:23 这些人都是窑~、是尼他应和
14: 1 和石~、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14: 1 石匠、木~给大卫建造宫殿。
22: 1 从其中派石~凿石头、要建造
22:14 你有许多~人、就是石匠、木
22:14 就是石~、木匠、和一切能作
22:14 木~、和一切能作各样工的巧
22:14 和一切能作各样工的巧~．
29: 5 并借~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

代下 2: 7 现在求你差一个巧~来、就是
 2: 7 并精于雕刻之工的巧~、与我
 2: 7 路撒冷所预备的巧~一同作工
 2:14 与你的巧~和你父我主大卫的
 2:14 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
 4:16 都是巧~户兰用光亮的铜为所
24:12 他们就雇了石~、木匠、重修
24:12 木~、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
24:12 又雇了铁~、铜匠、修理耶和
24:12 匠、铜~、修理耶和华的殿。
26:15 又在耶路撒冷使巧~作机器、
34:10 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
34:11 就是交给木~、石匠、买凿成
34:11 石~、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
34:17 给督工的、和~人的手里了。
拉 3: 7 他们又将银子给石~、木匠、
 3: 7 木~、把粮食、酒、油、给西
 3:10 ~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尼 3: 8 其次是银~哈海雅的儿子乌薛
 3:31 其次是银~玛基雅修造到尼提
 3:32 银~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羊
11:35 罗德、阿挪、~人之谷。
诗 2: 9 必将他们如同窑~的瓦器摔碎
118:22 ~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
箴25: 4 银子出来、银~能以作器皿。
歌 7: 1 像美玉、是巧~的手作成的。
赛29:16 岂可看窑~如泥么．被制作的
30:14 好像把窑~的瓦器打碎、毫不
40:19 偶像是~人铸造、银匠用金包
40:19 银~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
40:20 为自己寻找巧~、立起不能摇
41: 7 木~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
41: 7 木匠勉励银~、用锤打光的勉
41:25 到灰泥、仿佛窑~踹泥一样。
44:11 工~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
44:12 铁~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
44:13 木~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
46: 6 雇银~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
54:16 打造合用器械的铁~、是我所
64: 8 你是窑~．我们都是你手的工
耶10: 3 棵树、~人用手工造成偶像。
10: 9 都是~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

10: 9 都是匠人和银~的手工．又有
10: 9 料的衣服、都是巧~的工作。
10:14 各银~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
18: 2 下到窑~的家里去、我在那里
18: 3 我就下到窑~的家里去、正遇
18: 4 窑~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
18: 4 窑~看怎样好、就怎样作。
18: 6 岂不能照这窑~弄泥么．以色
18: 6 泥在窑~的手中怎样、你们在
19: 1 你去买窑~的瓦瓶、又带百姓
19:11 正如人打碎窑~的瓦器、以致
24: 1 并工~、铁匠、从耶路撒冷掳
24: 1 铁~、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
29: 2 以及工~、铁匠、都离了耶路
29: 2 铁~、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
51:17 各银~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
哀 4: 2 在何竟算为窑~手所作的瓦瓶
但 2:41 一半是窑~的泥、一半是铁、
何 8: 6 是~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
13: 2 都是~人的工作、有人论说、
亚 1:20 耶和华又指四个~人给我看。
 1:21 但这些~人来威吓列国、打掉
太13:55 这不是木~的儿子么．他母亲
21:42 ~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
可 6: 3 这不是那木~么．不是马利亚
12:10 ~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
路20:17 ~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
徒 4:11 他是你们~人所弃的石头、已
 9:43 在约帕一个硝皮~西门的家里
10: 6 在海边一个硝皮~西门的家里
10:32 在海边一个硝皮~西门的家里
19:24 有一个银~、名叫底米丢、是
罗 9:21 窑~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
提后 4:14 铜~亚力山大多多的害我．主
彼前 2: 7 ~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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