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料 圣经(132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7)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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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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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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46)
历史书(41)

预言书(3)

约书亚记(2) 士师记(3)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9) 列王记下(5) 历代
志上(7) 历代志下(1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1)

创世纪(17) 出埃及记(18) 利未记(2) 民数记(6) 申命记(3)
旧约(118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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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2)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2) 诗篇(2)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1)

创15:17 不~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
19:28 不~、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
22:13 不~、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
24:15 不~、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
24:32 用草~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
37:25 用骆驼驮着香~、乳香、没药
38:27 产、不~他腹里是一对双生．
41: 7 子．法老醒了、不~是个梦。
42:27 要拿~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
42:35 不~各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
43:11 香~、没药、榧子、杏仁、都
43:21 不~各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
43:24 水洗脚、又给他们草~喂驴。
48:11 不~、　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
50: 2 用香~薰他父亲、医生就用香
50: 2 医生就用香~薰了以色列。
50:26 人用香~将他薰了、把他收殓
出 3: 2 不~、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
 4: 6 不~、手长了大痲疯、有雪那
 4: 7 不~、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
16:10 不~、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
16:14 不~、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
25: 6 的油、并作膏油和香的香~、
30: 7 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作的香
30:23 你要取上品的香~、就是流质
30:34 你要取馨香的香~．就是拿他
30:34 这馨香的香~、和净乳香、各
31:11 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他们
35: 8 油、并作膏油、和香的香~、
35:15 和馨香的香~、并帐幕门口的
35:28 又拿香~作香、拿油点灯、作
36: 7 因为他们所有的材~、够作一
37:29 作圣膏油、和馨香~的净香。
39:38 馨香的香~、会幕的门帘、
40:27 在坛上烧了馨香~作的香．是
利16:12 又拿一捧捣细的香~、都带入
19:19 也不可用两样搀杂的~作衣服
民 4:16 与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
12:10 不~、米利暗长了大痲疯、有
16:42 不~、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
16:47 不~、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
23:11 仇敌、不~你竟为他们祝福。

24:10 不~、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
申19: 5 不~、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
22:11 羊毛细麻两样搀杂~作的衣服
28:66 你昼夜恐惧、自~性命难保。
书 5:13 不~、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
 8:20 不~、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
士 3:25 不~、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
11:34 不~、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
19:27 不~那妇人仆倒在房门前、两
得 3: 8 不~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撒上30: 3 不~、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
王上 2:15 不~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

 3:15 不~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
 3:21 不~、孩子死了．及至天亮、
 5: 9 仆人必将这木~从利巴嫩运到
 5:18 凿好、预备木~和石头建殿。
10: 2 又有骆驼驮着香~、宝石、和
10:10 和宝石与极多的香~、送给所
10:10 他送给王的香~、以后奉来的
10:25 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例

王下 6: 2 各人从那里取一根木~、建造
 6:20 不~、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12:12 又买木~和凿成的石头、修理
20:13 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
22: 6 又买木~和凿成的石头、修理

代上 9:29 细面、酒、油、乳香、香~。
 9:30 祭司中有人用香~作膏油。
22: 4 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于是
22: 4 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甚多
28: 2 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
29: 3 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之外
29:16 我们预备这许多材~、要为你

代下 2: 9 可以给我预备许多的木~．因
 2:18 使七万人扛抬材~、八万人在
 8:16 工~俱备。这样、耶和华的殿
 9: 1 又有骆驼驮着香~、宝石、和
 9: 9 与极多的香~送给所罗门王．
 9: 9 他送给王的香~、以后再没有
 9:24 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例
16:14 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就
16:14 就是按作香的作法调和的香~
32:27 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

尼 2: 8 使他给我木~、作属殿营楼之
 4:17 扛抬材~的、都一手作工、一
斯 2:12 六个月用香~和洁身之物、满
伯 1:19 不~、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
 6: 5 能叫唤．牛有~、岂能吼叫。
诗37:36 不~、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
55:13 不~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
箴24:27 你要在外头预备工~、在田间
27: 9 膏油与香~、使人心喜悦．朋
27:23 的景况．留心~理你的牛群。
歌 5: 1 采了我的没药和香~、吃了我
赛 8:22 不~、尽是艰难、黑暗、和幽
30:24 必吃加盐的~．这料是用木杴
30:24 这~是用木杴和杈子扬净的。
39: 2 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
57: 9 又多加香~、打发使者往远方
64: 3 你曾行我们不能逆~可畏的事
耶 4:23 不~、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
 4:24 不~、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
 4:25 不~、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
 4:26 不~、肥田变为荒地、一切城
 4:30 用颜~修饰眼目、这样标致、
 8:15 癒的时候、不~、受了惊惶．
10: 9 又有蓝色紫色~的衣服、都是
14:19 指望痊癒、不~、受了惊惶。
结 3:23 不~、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
15: 3 其上可以取木~作什么工用、
16:18 将我的膏油和香~摆在他跟前
23:41 将我的香~膏油摆在其上。
27:22 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各类
37: 7 不~、有响声、有地震．骨与
43: 5 不~、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但10:16 不~、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
该 1: 8 你们要上山取木~、建造这殿
太12:46 不~、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
21:38 不~、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
可12: 7 不~、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
路20:14 不~、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
23:56 预备了香~香膏。他们在安息
24: 1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
约19:40 用、细麻布加上香~裹好了。
徒 8:27 不~、有一个埃提阿伯〔即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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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7 不~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
25:18 并没有我所逆~的那等恶事．
多 2: 5 ~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
启18:12 紫色~、绸子、朱红色料、各
18:12 朱红色~、各样香木、各样象
18:13 香~、香膏、乳香、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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