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物 圣经(93次)

新约(19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8) 马可福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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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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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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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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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30)
历史书(30)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9)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6)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4)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2)

创世纪(11) 出埃及记(17)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74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4)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1) 诗篇(3)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创32:13 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要送
32:18 是送给我主以扫的~、他自己
32:20 借着在我前头去的~解他的恨
32:21 于是~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
33:10 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因
33:11 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因
34:12 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
43:11 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作~。
43:15 于是他们拿着那~、又手里加
43:25 他们就预备那~、等候约瑟晌
43:26 们就把手中的~拿进屋去给他
出25: 2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来
25: 3 所要收的~、就是金、银、铜
28:38 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上
30:13 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
30:14 外的、要将这~奉给耶和华。
30:15 他们为赎生命将~奉给耶和华
35: 5 你们中间要拿~献给耶和华、
35: 5 可以拿耶和华的~来、就是金
35:21 都拿耶和华的~来、用以作会
35:22 凡心里乐意献~的、连男带女
35:24 给耶和华为~的、都拿了来．
35:29 凡甘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的、
35:29 都将~拿来、作耶和华借摩西
36: 3 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
36: 3 早晨、还把甘心献的~拿来。
36: 6 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来．这
36: 6 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来。
民18:29 奉给你们的一切~、要从其中
申16:17 你　神所赐的福分、奉献~。
士 3:15 色列人托他送~给摩押王伊矶
 3:17 他将~献给摩押王伊矶伦、原
 3:18 以笏献完~、便将抬礼物的人
 3:18 物、便将抬~的人打发走了。
 6:18 将~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

撒上 3:14 虽献祭奉~、永不能得赎去。
 6: 3 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然后你
 6: 4 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呢．
 9: 7 也没有~可以送那神人、我们
10:27 没有送他~．扫罗却不理会。
25:27 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给
25:35 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就

30:26 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
30:27 他送~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

王上15:19 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求你
王下 5:15 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

 5:20 亚兰人乃缦手里受他带来的~
 8: 8 你带着~去见神人、托他求问
 8: 9 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
16: 8 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
20:12 而痊癒、就送书信和~给他。

代下 9:12 王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还他~
17:11 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
31:14 掌管乐意献与　神的~、发放
拉 1: 4 撒冷　神的殿、甘心献上~。
 1: 6 的手〕另外还有甘心献的~。
 2:68 便为　神的殿甘心献上~、要
 7:16 献给耶路撒冷他们　神殿的~
斯 9:19 筵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
 9:22 乐、彼此馈送~、赒济穷人。
伯 6:22 从你们的财物中、送~给我。
诗16: 4 或作送~给别神的〕他们的愁
40: 6 祭物和~、你不喜悦．你已经
72:10 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
箴 6:35 你虽送许多~、他也不肯干休
18:16 人的~、为他开路、引他到高
21:14 暗中送的~、挽回怒气．怀中
25:14 空夸赠送~的、好像无雨的风
赛18: 7 他们必将~奉给万军之耶和华
39: 1 而痊癒、就送书信和~给他。
耶40: 5 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释
但 2:48 赏赐他许多上等~、派他管理
何10: 6 当作~、献给耶雷布王．以法
弥 1:14 你要将~送给摩利设迦特．亚
太 2:11 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献给他。
 5:23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的时候、
 5:24 就把~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
 5:24 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
 8: 4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对众人
23:18 只是凡指着坛上~起誓的、他
23:19 是~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
23:19 物呢、还是叫~成圣的坛呢。
可 1:44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对众人
路 5:14 的、献上~、对众人作证据。

来 5: 1 为要献上~、和赎罪祭．〔或
 5: 1 或作要为罪献上~和祭物〕
 8: 3 祭司都是为献~和祭物设立的
 8: 4 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的祭司
 9: 9 所献的~和祭物、就着良心说
10: 5 祭物和~是你不愿意的、你曾
10: 8 祭物和~、燔祭和赎罪祭、是
11: 4 就是　神指他~作的见证．他
启11:10 互相馈送~．因这两位先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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