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 圣经(119次)

新约(8次)
福音书(1)
历史书(0)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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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jīng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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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39)
历史书(41)

预言书(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4)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7)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7)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7) 历代志下(14)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30) 利未记(5)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111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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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2)
诗歌智慧书(17) 约伯记(4) 诗篇(7)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2)

创14:14 他家里生养的~练壮丁三百一
出25:11 要里外包上~金、四围镶上金
25:17 要用~金作施恩座、〔施恩或
25:24 要包上~金、四围镶上金牙边
25:29 和瓶、这都要用~金制作。
25:31 要用~金作一个灯台．灯台的
25:36 块、都是一块~金锤出来的。
25:38 和蜡花盘、也是要~金的。
25:39 的器具、要用~金一他连得。
28:14 又拿~金、用拧工仿佛拧绳子
28:22 上、用~金拧成如绳的链子。
28:36 你要用~金作一面牌、在上面
30: 3 要用~金、把坛的上面、与坛
31: 8 ~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
31:10 ~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
35:19 ~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
37: 2 里外包上~金、四围镶上金牙
37: 6 用~金作施恩座、长二肘半、
37:11 又包上~金、四围镶上金牙边
37:16 又用~金作桌子上的器皿、就
37:17 他用~金作一个灯台、这灯台
37:22 块、都是一块~金锤出来的。
37:23 用~金作灯台的七个灯盏、并
37:24 他用~金一他连得、作灯台和
37:26 又用~金、把坛的上面、与坛
39: 1 作~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
39:15 用~金拧成如绳子的链子。
39:25 又用~金作铃铛、把铃铛钉在
39:30 他用~金作圣冠上的牌、在上
39:37 ~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
39:41 ~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
利15:17 被~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
22: 4 物或作人〕或是遗~的人、
24: 4 华面前常收拾~金灯台上的灯
24: 6 在耶和华面前~金的桌子上。
26:16 ~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
民31:27 一半归与出去打仗的~兵、一
申28:65 跳动、眼目失明、~神消耗。
34: 7 目没有昏花、~神没有衰败。
士15:19 参孙喝了~神复原．因此那泉
20:15 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七百~兵
20:16 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七百~兵

20:34 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万~兵、来
得 4:15 他必提起你的~神、奉养你的
撒上18: 5 他都作事~明．扫罗就立他作

18:14 大卫作事无不~明．耶和华也
18:15 扫罗见大卫作事~明、就甚怕
18:30 大卫比扫罗的臣仆作事~明．
24: 2 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兵
26: 2 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三千~兵
30:12 就~神复原．因为他三日三夜

撒下10: 9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兵、使
王上 6:20 墙面都贴上~金．又用香柏木

 6:20 又用香柏木作坛、包上~金。
 6:21 所罗门用~金贴了殿内的墙．
 7:49 内殿前的~金灯台、右边五个
 7:50 与~金的杯、盘、镊子、调羹
10:18 制造一个宝座、用~金包裹。
10:21 都是~金的．所罗门年间、银

代上 7:40 是~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领
15:22 训人歌唱、因为他~通此事。
19:10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兵、使
26:14 的儿子撒迦利亚是~明的谋士
28:17 ~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
28:18 ~金香坛的分两、并用金子作
29: 4 ~炼的银子七千他连得、以贴

代下 2: 7 并~于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
 2:13 在我打发一个~巧有聪明的人
 2:14 并~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
 3: 4 一百二十肘．里面贴上~金。
 3: 5 又贴了~金、上面雕刻棕树和
 3: 8 贴上~金、共用金子六百他连
 4:20 并~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
 4:22 又用~金制造镊子、盘子、调
 9:17 造一个大宝座、用~金包裹．
 9:20 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的
11:23 罗波安办事~明、使他众子分
13:11 又在~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
13:17 列人仆倒死亡的~兵有五十万
25: 5 出去打仗的~兵、共有三十万
伯23:10 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
28:17 ~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
28:19 比较。~金、也不足与较量。
31:24 对~金说、你是我的倚靠．

诗19:10 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
21: 3 把~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22:15 我的~力枯干、如同瓦片．我
32: 4 我的~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
119:66 求你将~明和知识赐给我．因
119:127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
119:140你的话极其~炼．所以你的仆
箴 3:14 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
 8:19 强如~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25:12 好像金耳环、和~金的妆饰。
31: 3 不要将你的~力给妇女、也不
歌 5:11 他的头像至~的金子．他的头
 5:15 安在~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
赛13:12 我必使人比~金还少、使人比
哀 4: 2 好比~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
结 1: 4 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
 1:27 有仿佛光耀的~金、周围都有
 8: 2 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
21: 7 ~神衰败、膝弱如水．看哪、
23:20 情人、身壮~足、如驴如马。
28:13 又有~美的鼓笛在你那里．都
但 2:32 这像的头是~金的、胸膛和膀
10: 5 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带。
11:15 就是选择的~兵〔精兵原文作
11:15 ~兵原文作民〕也无力站住。
鸿 2: 3 ~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
亚 9: 3 沙、堆起~金如街上的泥土。
路 4:33 被污鬼的~气附着、大声喊叫
林后 3: 6 乃是凭着~意．因为那字句是

 3: 6 ~意是叫人活。〔精意或作圣
 3: 6 是叫人活。〔~意或作圣灵〕
11:19 你们既是~明人、就能甘心忍

提后 2: 3 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兵。
启21:18 城是~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
21:21 城内的街道是~金、好像明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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