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料 聖經(132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7)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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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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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書(46)
歷史書(41)

預言書(3)

約書亞記(2) 士師記(3)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9) 列王記下(5) 歷代
志上(7) 歷代志下(1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1)

創世紀(17) 出埃及記(18) 利未記(2) 民數記(6) 申命記(3)
舊約(118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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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2)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2) 詩篇(2)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1)

創15:17 不~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
19:28 不~、那地方煙氣上騰、如同
22:13 不~、有一隻公羊、兩角扣在
24:15 不~、利百加肩頭上扛著水瓶
24:32 用草~餵上、拿水給那人和跟
37:25 用駱駝馱著香~、乳香、沒藥
38:27 產、不~他腹裏是一對雙生．
41: 7 子．法老醒了、不~是個夢。
42:27 要拿~餵驢、才看見自己的銀
42:35 不~各人的銀包都在口袋裏、
43:11 香~、沒藥、榧子、杏仁、都
43:21 不~各人的銀子分量足數、仍
43:24 水洗腳、又給他們草~餵驢。
48:11 不~、　神又使我得見你的兒
50: 2 用香~薰他父親、醫生就用香
50: 2 醫生就用香~薰了以色列。
50:26 人用香~將他薰了、把他收殮
出 3: 2 不~、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
 4: 6 不~、手長了大痲瘋、有雪那
 4: 7 不~、手已經復原、與周身的
16:10 不~、耶和華的榮光在雲中顯
16:14 不~、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
25: 6 的油、並作膏油和香的香~、
30: 7 亞倫在壇上要燒馨香~作的香
30:23 你要取上品的香~、就是流質
30:34 你要取馨香的香~．就是拿他
30:34 這馨香的香~、和淨乳香、各
31:11 和為聖所用馨香的香~、他們
35: 8 油、並作膏油、和香的香~、
35:15 和馨香的香~、並帳幕門口的
35:28 又拿香~作香、拿油點燈、作
36: 7 因為他們所有的材~、夠作一
37:29 作聖膏油、和馨香~的淨香。
39:38 馨香的香~、會幕的門簾、
40:27 在壇上燒了馨香~作的香．是
利16:12 又拿一捧搗細的香~、都帶入
19:19 也不可用兩樣攙雜的~作衣服
民 4:16 與香~、並當獻的素祭和膏油
12:10 不~、米利暗長了大痲瘋、有
16:42 不~、有雲彩遮蓋了、耶和華
16:47 不~、瘟疫在百姓中已經發作
23:11 仇敵、不~你竟為他們祝福。

24:10 不~、你這三次竟為他們祝福
申19: 5 不~、斧頭脫了把、飛落在鄰
22:11 羊毛細麻兩樣攙雜~作的衣服
28:66 你晝夜恐懼、自~性命難保。
書 5:13 不~、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
 8:20 不~、城中煙氣沖天、他們就
士 3:25 不~、他們的主人已死、倒在
11:34 不~、他女兒拿著鼓跳舞出來
19:27 不~那婦人仆倒在房門前、兩
得 3: 8 不~有女子躺在他的腳下．
撒上30: 3 不~、城已燒毀．他們的妻子
王上 2:15 不~國反歸了我兄弟、因他得

 3:15 不~是個夢．他就回到耶路撒
 3:21 不~、孩子死了．及至天亮、
 5: 9 僕人必將這木~從利巴嫩運到
 5:18 鑿好、預備木~和石頭建殿。
10: 2 又有駱駝馱著香~、寶石、和
10:10 和寶石與極多的香~、送給所
10:10 他送給王的香~、以後奉來的
10:25 香~、騾馬、每年有一定之例

王下 6: 2 各人從那裏取一根木~、建造
 6:20 不~、是在撒瑪利亞的城中。
12:12 又買木~和鑿成的石頭、修理
20:13 香~、貴重的膏油、和他武庫
22: 6 又買木~和鑿成的石頭、修理

代上 9:29 細麵、酒、油、乳香、香~。
 9:30 祭司中有人用香~作膏油。
22: 4 所以我要為殿預備材~。於是
22: 4 衛在未死之先預備的材~甚多
28: 2 凳．我已經預備建造的材~。
29: 3 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之外
29:16 我們預備這許多材~、要為你

代下 2: 9 可以給我預備許多的木~．因
 2:18 使七萬人扛抬材~、八萬人在
 8:16 工~俱備。這樣、耶和華的殿
 9: 1 又有駱駝馱著香~、寶石、和
 9: 9 與極多的香~送給所羅門王．
 9: 9 他送給王的香~、以後再沒有
 9:24 香~、騾馬、每年有一定之例
16:14 其床堆滿各樣馨香的香~、就
16:14 就是按作香的作法調和的香~
32:27 香~、盾牌、和各樣的寶器．

尼 2: 8 使他給我木~、作屬殿營樓之
 4:17 扛抬材~的、都一手作工、一
斯 2:12 六個月用香~和潔身之物、滿
伯 1:19 不~、有狂風從曠野颳來、擊
 6: 5 能叫喚．牛有~、豈能吼叫。
詩37:36 不~、他沒有了．我也尋找他
55:13 不~是你、你原與我平等、是
箴24:27 你要在外頭預備工~、在田間
27: 9 膏油與香~、使人心喜悅．朋
27:23 的景況．留心~理你的牛群。
歌 5: 1 採了我的沒藥和香~、吃了我
賽 8:22 不~、盡是艱難、黑暗、和幽
30:24 必吃加鹽的~．這料是用木杴
30:24 這~是用木杴和杈子揚淨的。
39: 2 香~、貴重的膏油、和他武庫
57: 9 又多加香~、打發使者往遠方
64: 3 你曾行我們不能逆~可畏的事
耶 4:23 不~、地是空虛混沌、我觀看
 4:24 不~、盡都震動、小山也都搖
 4:25 不~、無人、空中的飛鳥也都
 4:26 不~、肥田變為荒地、一切城
 4:30 用顏~修飾眼目、這樣標緻、
 8:15 癒的時候、不~、受了驚惶．
10: 9 又有藍色紫色~的衣服、都是
14:19 指望痊癒、不~、受了驚惶。
結 3:23 不~、耶和華的榮耀、正如我
15: 3 其上可以取木~作甚麼工用、
16:18 將我的膏油和香~擺在他跟前
23:41 將我的香~膏油擺在其上。
27:22 他們用各類上好的香~、各類
37: 7 不~、有響聲、有地震．骨與
43: 5 不~、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但10:16 不~、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
該 1: 8 你們要上山取木~、建造這殿
太12:46 不~、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
21:38 不~、園戶看見他兒子、就彼
可12: 7 不~、那些園戶彼此說、這是
路20:14 不~、園戶看見他、就彼此商
23:56 預備了香~香膏。他們在安息
24: 1 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
約19:40 用、細麻布加上香~裹好了。
徒 8:27 不~、有一個埃提阿伯〔即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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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7 不~千夫長呂西亞前來甚是強
25:18 並沒有我所逆~的那等惡事．
多 2: 5 ~理家務、待人有恩、順服自
啟18:12 紫色~、綢子、朱紅色料、各
18:12 朱紅色~、各樣香木、各樣象
18:13 香~、香膏、乳香、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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