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路伯 聖經(94次)

新約(1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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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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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9)
歷史書(3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18) 列王記下(1) 歷
代志上(4) 歷代志下(1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17)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0)
舊約(93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何西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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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4)
詩歌智慧書(3) 約伯記(0) 詩篇(3)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 3:24 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和
出25:18 要用金子錘出兩個~來、安在
25:19 這頭作一個~、那頭作一個基
25:19 那頭作一個~、二基路伯要接
25:19 二~要接連一塊、在施恩座的
25:20 二~要高張翅膀、遮掩施恩座
25:20 ~要臉對臉、朝著施恩座。
25:22 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中間
26: 1 造．並用巧匠的手工繡上~。
26:31 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繡上~。
36: 8 的、並用巧匠的手工繡上~。
36:35 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繡上~。
37: 7 用金子錘出兩個~來、安在施
37: 8 這頭作一個~、那頭作一個基
37: 8 那頭作一個~、二基路伯接連
37: 8 二~接連一塊、在施恩座的兩
37: 9 二~高張翅膀、遮掩施恩座、
37: 9 ~是臉對臉、朝著施恩座。
民 7:89 二~中間、有與他說話的聲音
撒上 4: 4 那裏將坐在二~上萬軍之耶和
撒下 6: 2 就是坐在二~上萬軍之耶和華

22:11 他坐著~飛行、在風的翅膀上
王上 6:23 他用橄欖木作兩個~、各高十

 6:24 這一個~有兩個翅膀、各長五
 6:25 那一個~的兩個翅膀也是十肘
 6:25 兩個~的尺寸、形像、都是一
 6:26 這~高十肘、那基路伯也是如
 6:26 路伯高十肘、那~也是如此。
 6:27 他將兩個~安在內殿裏．基路
 6:27 ~的翅膀是張開的、這基路伯
 6:27 這~的一個翅膀挨著這邊的牆
 6:27 那~的一個翅膀挨著那邊的牆
 6:28 又用金子包裹二~。
 6:29 都刻著~、棕樹、和初開的花
 6:32 刻著~、棕樹、和初開的花、
 6:35 上面刻著~、棕樹、和初開的
 7:29 並~、邊上有小座、獅子和牛
 7:36 在橕子和心子上刻著~、獅子
 8: 6 所、放在兩個~的翅膀底下。
 8: 7 ~張著翅膀、在約櫃之上、遮

王下19:15 坐在二~上耶和華以色列的
代上13: 6 這約櫃就是坐在二~上、耶和

28:18 並用金子作~．〔原文作用金
28:18 原文作用金子作車式的~〕基
28:18 ~張開翅膀、遮掩耶和華的約

代下 3: 7 牆壁、門扇．牆上雕刻~。
 3:10 至聖所按造像的法子造兩個~
 3:11 兩個~的翅膀共長二十肘．這
 3:11 這~的一個翅膀長五肘、挨著
 3:11 也長五肘、與那~翅膀相接．
 3:12 那~的一個翅膀長五肘、挨著
 3:12 長五肘、與這~的翅膀相接．
 3:13 兩個~張開翅膀、共長二十肘
 3:14 麻織幔子、在其上繡出~來。
 5: 7 所、放在兩個~的翅膀底下．
 5: 8 ~張著翅膀在約櫃之上、遮掩
詩18:10 他坐著~飛行．他藉著風的翅
80: 1 坐在二~上的阿、求你發出光
99: 1 他坐在二~上、地當動搖。
賽37:16 坐在二~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
結 9: 3 以色列　神的榮耀本在~上、
10: 1 見~頭上的穹蒼之中、顯出藍
10: 2 ~以下、從基路伯中間將火炭
10: 2 從~中間將火炭取滿兩手、撒
10: 3 ~站在殿的右邊．雲彩充滿了
10: 4 耶和華的榮耀從~那裏上升、
10: 5 ~翅膀的響聲聽到外院、好像
10: 6 ~中間取火．那人就進去站在
10: 7 有一個~、從基路伯中伸手到
10: 7 從~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間的火
10: 7 路伯中伸手到~中間的火那裏
10: 8 在~翅膀之下、顯出有人手的
10: 9 見~旁邊有四個輪子、這基路
10: 9 這~旁有一個輪子、那基路伯
10: 9 那~旁有一個輪子、每基路伯
10: 9 每~都是如此．輪子的顏色、
10:12 這四個~的輪子、都是如此。
10:14 ~各有四臉．第一是基路伯的
10:14 第一是~的臉、第二是人的臉
10:15 ~升上去了、這是我在迦巴魯
10:16 ~行走、輪也在旁邊行走、基
10:16 ~展開翅膀、離地上升、輪也
10:18 門檻那裏出去、停在~以上。
10:19 ~出去的時候、就展開翅膀、

10:20 的活物、我就知道他們是~。
11:22 於是~展開翅膀、輪子都在他
28:14 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我
28:16 遮掩約櫃的~阿、我已將你從
41:18 牆上雕刻~和棕樹．每二基路
41:18 每二~中間有一棵棕樹、每基
41:18 間有一棵棕樹、每~有二臉．
41:20 都有~和棕樹．殿牆就是這樣
41:25 殿的門扇上雕刻~和棕樹、與
來 9: 5 櫃上面有榮耀~的影罩著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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