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匠 聖經(119次)

新約(13次)
福音書(5)
歷史書(5)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5)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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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匠 jiàng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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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5)
歷史書(4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9) 歷代
志上(10) 歷代志下(15) 以斯拉記(3)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2)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106次)

以賽亞書(14) 耶利米書(18)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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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4)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0) 詩篇(2)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1)

創 4:22 或作是銅~鐵匠的祖師〕土八
 4:22 或作是銅匠鐵~的祖師〕土八
出26: 1 並用巧~的手工繡上基路伯。
26:31 以巧~的手工繡上基路伯。
28: 6 麻、用巧~的手工作以弗得。
28:15 你要用巧~的手工、作一個決
35:35 巧~的工、用藍色紫色朱紅色
35:35 並機~的工、他們都能作、也
36: 8 並用巧~的手工繡上基路伯。
36:35 以巧~的手工繡上基路伯。
38:23 他是雕刻~、又是巧匠、又能
38:23 又是巧~、又能用藍色紫色朱
39: 3 線、用巧~的手工一同繡上。
39: 8 他用巧~的手工作胸牌、和以
申27:15 就是工~手所作的、在暗中設
士 5:26 右手拿著~人的錘子、擊打西
17: 4 親將二百舍客勒銀子交給銀~

撒上13:19 那時以色列全地沒有一個鐵~
撒下 5:11 和木~石匠、給大衛建造宮殿

 5:11 和木匠石~、給大衛建造宮殿
王上 5:18 所羅門的~人、和希蘭的匠人

 5:18 和希蘭的~人、並迦巴勒人、
 7:14 作銅~的．戶蘭滿有智慧、聰

王下12:11 交修理耶和華殿的木~和工人
12:12 並瓦~、石匠、又買木料和鑿
12:12 石~、又買木料和鑿成的石頭
22: 6 就是轉交木~和工人、並瓦匠
22: 6 並瓦~、又買木料和鑿成的石
24:14 連一切木~、鐵匠、都擄了去
24:14 鐵~、都擄了去．除了國中極
24:16 和木~鐵匠一千人、都是能上
24:16 和木匠鐵~一千人、都是能上

代上 4:14 人之祖約押．他們都是~人。
 4:23 這些人都是窯~、是尼他應和
14: 1 和石~、木匠給大衛建造宮殿
14: 1 石匠、木~給大衛建造宮殿。
22: 1 從其中派石~鑿石頭、要建造
22:14 你有許多~人、就是石匠、木
22:14 就是石~、木匠、和一切能作
22:14 木~、和一切能作各樣工的巧
22:14 和一切能作各樣工的巧~．
29: 5 並藉~人的手製造一切。今日

代下 2: 7 現在求你差一個巧~來、就是
 2: 7 並精於雕刻之工的巧~、與我
 2: 7 路撒冷所預備的巧~一同作工
 2:14 與你的巧~和你父我主大衛的
 2:14 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衛的巧~
 4:16 都是巧~戶蘭用光亮的銅為所
24:12 他們就雇了石~、木匠、重修
24:12 木~、重修耶和華的殿．又雇
24:12 又雇了鐵~、銅匠、修理耶和
24:12 匠、銅~、修理耶和華的殿。
26:15 又在耶路撒冷使巧~作機器、
34:10 轉交修理耶和華殿的工~．
34:11 就是交給木~、石匠、買鑿成
34:11 石~、買鑿成的石頭、和架木
34:17 給督工的、和~人的手裏了。
拉 3: 7 他們又將銀子給石~、木匠、
 3: 7 木~、把糧食、酒、油、給西
 3:10 ~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
尼 3: 8 其次是銀~哈海雅的兒子烏薛
 3:31 其次是銀~瑪基雅修造到尼提
 3:32 銀~與商人在城的角樓、和羊
11:35 羅德、阿挪、~人之谷。
詩 2: 9 必將他們如同窯~的瓦器摔碎
118:22 ~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
箴25: 4 銀子出來、銀~能以作器皿。
歌 7: 1 像美玉、是巧~的手作成的。
賽29:16 豈可看窯~如泥麼．被製作的
30:14 好像把窯~的瓦器打碎、毫不
40:19 偶像是~人鑄造、銀匠用金包
40:19 銀~用金包裹、為他鑄造銀鍊
40:20 為自己尋找巧~、立起不能搖
41: 7 木~勉勵銀匠、用鎚打光的勉
41: 7 木匠勉勵銀~、用鎚打光的勉
41:25 到灰泥、彷彿窯~踹泥一樣。
44:11 工~也不過是人．任他們聚會
44:12 鐵~把鐵在火炭中燒熱、用鎚
44:13 木~拉線、用筆畫出樣子．用
46: 6 雇銀~製造神像、他們又俯伏
54:16 打造合用器械的鐵~、是我所
64: 8 你是窯~．我們都是你手的工
耶10: 3 棵樹、~人用手工造成偶像。
10: 9 都是~人和銀匠的手工．又有

10: 9 都是匠人和銀~的手工．又有
10: 9 料的衣服、都是巧~的工作。
10:14 各銀~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
18: 2 下到窯~的家裏去、我在那裏
18: 3 我就下到窯~的家裏去、正遇
18: 4 窯~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
18: 4 窯~看怎樣好、就怎樣作。
18: 6 豈不能照這窯~弄泥麼．以色
18: 6 泥在窯~的手中怎樣、你們在
19: 1 你去買窯~的瓦瓶、又帶百姓
19:11 正如人打碎窯~的瓦器、以致
24: 1 並工~、鐵匠、從耶路撒冷擄
24: 1 鐵~、從耶路撒冷擄去、帶到
29: 2 以及工~、鐵匠、都離了耶路
29: 2 鐵~、都離了耶路撒冷以後。
51:17 各銀~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
哀 4: 2 在何竟算為窯~手所作的瓦瓶
但 2:41 一半是窯~的泥、一半是鐵、
何 8: 6 是~人所造的、並不是神．撒
13: 2 都是~人的工作、有人論說、
亞 1:20 耶和華又指四個~人給我看。
 1:21 但這些~人來威嚇列國、打掉
太13:55 這不是木~的兒子麼．他母親
21:42 ~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
可 6: 3 這不是那木~麼．不是馬利亞
12:10 ~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
路20:17 ~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
徒 4:11 他是你們~人所棄的石頭、已
 9:43 在約帕一個硝皮~西門的家裏
10: 6 在海邊一個硝皮~西門的家裏
10:32 在海邊一個硝皮~西門的家裏
19:24 有一個銀~、名叫底米丟、是
羅 9:21 窯~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
提後 4:14 銅~亞力山大多多的害我．主
彼前 2: 7 ~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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