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 聖經(119次)

新約(8次)
福音書(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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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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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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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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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39)
歷史書(41)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4)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7)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7)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7) 歷代志下(14)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30) 利未記(5)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111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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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17) 約伯記(4) 詩篇(7)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2)

創14:14 他家裏生養的~練壯丁三百一
出25:11 要裏外包上~金、四圍鑲上金
25:17 要用~金作施恩座、〔施恩或
25:24 要包上~金、四圍鑲上金牙邊
25:29 和瓶、這都要用~金製作。
25:31 要用~金作一個燈臺．燈臺的
25:36 塊、都是一塊~金錘出來的。
25:38 和蠟花盤、也是要~金的。
25:39 的器具、要用~金一他連得。
28:14 又拿~金、用擰工彷彿擰繩子
28:22 上、用~金擰成如繩的鍊子。
28:36 你要用~金作一面牌、在上面
30: 3 要用~金、把壇的上面、與壇
31: 8 ~金的燈臺、和燈臺的一切器
31:10 ~工作的禮服、和祭司亞倫、
35:19 ~工作的禮服、和祭司亞倫並
37: 2 裏外包上~金、四圍鑲上金牙
37: 6 用~金作施恩座、長二肘半、
37:11 又包上~金、四圍鑲上金牙邊
37:16 又用~金作桌子上的器皿、就
37:17 他用~金作一個燈臺、這燈臺
37:22 塊、都是一塊~金錘出來的。
37:23 用~金作燈臺的七個燈盞、並
37:24 他用~金一他連得、作燈臺和
37:26 又用~金、把壇的上面、與壇
39: 1 作~緻的衣服、在聖所用以供
39:15 用~金擰成如繩子的鍊子。
39:25 又用~金作鈴鐺、把鈴鐺釘在
39:30 他用~金作聖冠上的牌、在上
39:37 ~金的燈臺、和擺列的燈盞、
39:41 ~工作的禮服、和祭司亞倫並
利15:17 被~所染、必不潔淨到晚上、
22: 4 物或作人〕或是遺~的人、
24: 4 華面前常收拾~金燈臺上的燈
24: 6 在耶和華面前~金的桌子上。
26:16 ~神消耗的癆病、熱病、轄制
民31:27 一半歸與出去打仗的~兵、一
申28:65 跳動、眼目失明、~神消耗。
34: 7 目沒有昏花、~神沒有衰敗。
士15:19 參孫喝了~神復原．因此那泉
20:15 外還有基比亞人點出七百~兵
20:16 在眾軍之中有揀選的七百~兵

20:34 有以色列人中的一萬~兵、來
得 4:15 他必提起你的~神、奉養你的
撒上18: 5 他都作事~明．掃羅就立他作

18:14 大衛作事無不~明．耶和華也
18:15 掃羅見大衛作事~明、就甚怕
18:30 大衛比掃羅的臣僕作事~明．
24: 2 就從以色列人中挑選三千~兵
26: 2 領以色列人中挑選的三千~兵
30:12 就~神復原．因為他三日三夜

撒下10: 9 就從以色列軍中挑選~兵、使
王上 6:20 牆面都貼上~金．又用香柏木

 6:20 又用香柏木作壇、包上~金。
 6:21 所羅門用~金貼了殿內的牆．
 7:49 內殿前的~金燈臺、右邊五個
 7:50 與~金的杯、盤、鑷子、調羹
10:18 製造一個寶座、用~金包裹。
10:21 都是~金的．所羅門年間、銀

代上 7:40 是~壯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領
15:22 訓人歌唱、因為他~通此事。
19:10 就從以色列軍中挑選~兵、使
26:14 的兒子撒迦利亞是~明的謀士
28:17 ~金的肉叉子、盤子、和爵的
28:18 ~金香壇的分兩、並用金子作
29: 4 ~煉的銀子七千他連得、以貼

代下 2: 7 並~於雕刻之工的巧匠、與我
 2:13 在我打發一個~巧有聰明的人
 2:14 並~於雕刻、又能想出各樣的
 3: 4 一百二十肘．裏面貼上~金。
 3: 5 又貼了~金、上面雕刻棕樹和
 3: 8 貼上~金、共用金子六百他連
 4:20 並~金的燈臺、和燈盞、可以
 4:22 又用~金製造鑷子、盤子、調
 9:17 造一個大寶座、用~金包裹．
 9:20 林宮裏的一切器皿都是~金的
11:23 羅波安辦事~明、使他眾子分
13:11 又在~金的桌子上擺陳設餅．
13:17 列人仆倒死亡的~兵有五十萬
25: 5 出去打仗的~兵、共有三十萬
伯23:10 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金。
28:17 ~金的器皿、不足與兌換。
28:19 比較。~金、也不足與較量。
31:24 對~金說、你是我的倚靠．

詩19:10 且比極多的~金可羨慕．比蜜
21: 3 把~金的冠冕戴在他頭上。
22:15 我的~力枯乾、如同瓦片．我
32: 4 我的~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
119:66 求你將~明和知識賜給我．因
119:127令、勝於金子、更勝於~金。
119:140你的話極其~煉．所以你的僕
箴 3:14 過得銀子、其利益強如~金．
 8:19 強如~金．我的出產超乎高銀
25:12 好像金耳環、和~金的妝飾。
31: 3 不要將你的~力給婦女、也不
歌 5:11 他的頭像至~的金子．他的頭
 5:15 安在~金座上．他的形狀如利
賽13:12 我必使人比~金還少、使人比
哀 4: 2 好比~金、現在何竟算為窯匠
結 1: 4 中的火內發出好像光耀的~金
 1:27 有彷彿光耀的~金、周圍都有
 8: 2 輝的形狀、彷彿光耀的~金。
21: 7 ~神衰敗、膝弱如水．看哪、
23:20 情人、身壯~足、如驢如馬。
28:13 又有~美的鼓笛在你那裏．都
但 2:32 這像的頭是~金的、胸膛和膀
10: 5 穿細麻衣、腰束烏法~金帶。
11:15 就是選擇的~兵〔精兵原文作
11:15 ~兵原文作民〕也無力站住。
鴻 2: 3 ~兵都穿朱紅衣服．在他預備
亞 9: 3 沙、堆起~金如街上的泥土。
路 4:33 被污鬼的~氣附著、大聲喊叫
林後 3: 6 乃是憑著~意．因為那字句是

 3: 6 ~意是叫人活。〔精意或作聖
 3: 6 是叫人活。〔~意或作聖靈〕
11:19 你們既是~明人、就能甘心忍

提後 2: 3 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兵。
啟21:18 城是~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21:21 城內的街道是~金、好像明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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