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禮物 聖經(93次)

新約(19次)
福音書(1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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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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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利門書(0)

禮物 lǐ wù

普通書信(8) 希伯來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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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30)
歷史書(30)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9)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6)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4)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2)

創世紀(11) 出埃及記(17)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74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1) 詩篇(3)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創32:13 就從他所有的物中拿~、要送
32:18 是送給我主以掃的~、他自己
32:20 藉著在我前頭去的~解他的恨
32:21 於是~先過去了．那夜雅各在
33:10 就求你從我手裏收下這~、因
33:11 求你收下我帶來給你的~、因
34:12 任憑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
43:11 具裏、帶下去送給那人作~。
43:15 於是他們拿著那~、又手裏加
43:25 他們就預備那~、等候約瑟晌
43:26 們就把手中的~拿進屋去給他
出25: 2 你告訴以色列人當為我送~來
25: 3 所要收的~、就是金、銀、銅
28:38 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聖~上
30:13 這半舍客勒是奉給耶和華的~
30:14 外的、要將這~奉給耶和華。
30:15 他們為贖生命將~奉給耶和華
35: 5 你們中間要拿~獻給耶和華、
35: 5 可以拿耶和華的~來、就是金
35:21 都拿耶和華的~來、用以作會
35:22 凡心裏樂意獻~的、連男帶女
35:24 給耶和華為~的、都拿了來．
35:29 凡甘心樂意獻~給耶和華的、
35:29 都將~拿來、作耶和華藉摩西
36: 3 並聖所使用之工所拿來的~。
36: 3 早晨、還把甘心獻的~拿來。
36: 6 不必再為聖所拿甚麼~來．這
36: 6 這樣才攔住百姓不再拿~來。
民18:29 奉給你們的一切~、要從其中
申16:17 你　神所賜的福分、奉獻~。
士 3:15 色列人託他送~給摩押王伊磯
 3:17 他將~獻給摩押王伊磯倫、原
 3:18 以笏獻完~、便將抬禮物的人
 3:18 物、便將抬~的人打發走了。
 6:18 將~帶來供在你面前．主說、

撒上 3:14 雖獻祭奉~、永不能得贖去。
 6: 3 必要給他獻賠罪的~、然後你
 6: 4 應當用甚麼獻為賠罪的~呢．
 9: 7 也沒有~可以送那神人、我們
10:27 沒有送他~．掃羅卻不理會。
25:27 如今求你將婢女送來的~、給
25:35 大衛受了亞比該送來的~．就

30:26 敵那裏奪來的、送你們為~。
30:27 他送~給住伯特利的、南地拉

王上15:19 現在我將金銀送你為~．求你
王下 5:15 神．現在求你收點僕人的~。

 5:20 亞蘭人乃縵手裏受他帶來的~
 8: 8 你帶著~去見神人、託他求問
 8: 9 馱著大馬色的各樣美物為~、
16: 8 的金銀、都送給亞述王為~．
20:12 而痊癒、就送書信和~給他。

代下 9:12 王按示巴女王所帶來的還他~
17:11 有些非利士人與約沙法送~、
31:14 掌管樂意獻與　神的~、發放
拉 1: 4 撒冷　神的殿、甘心獻上~。
 1: 6 的手〕另外還有甘心獻的~。
 2:68 便為　神的殿甘心獻上~、要
 7:16 獻給耶路撒冷他們　神殿的~
斯 9:19 筵歡樂的吉日、彼此餽送~。
 9:22 樂、彼此餽送~、賙濟窮人。
伯 6:22 從你們的財物中、送~給我。
詩16: 4 或作送~給別神的〕他們的愁
40: 6 祭物和~、你不喜悅．你已經
72:10 貢．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獻~。
箴 6:35 你雖送許多~、他也不肯干休
18:16 人的~、為他開路、引他到高
21:14 暗中送的~、挽回怒氣．懷中
25:14 空誇贈送~的、好像無雨的風
賽18: 7 他們必將~奉給萬軍之耶和華
39: 1 而痊癒、就送書信和~給他。
耶40: 5 於是護衛長送他糧食和~、釋
但 2:48 賞賜他許多上等~、派他管理
何10: 6 當作~、獻給耶雷布王．以法
彌 1:14 你要將~送給摩利設迦特．亞
太 2:11 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獻給他。
 5:23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的時候、
 5:24 就把~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
 5:24 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
 8: 4 獻上摩西所吩咐的~、對眾人
23:18 只是凡指著壇上~起誓的、他
23:19 是~呢、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
23:19 物呢、還是叫~成聖的壇呢。
可 1:44 獻上摩西所吩咐的~、對眾人
路 5:14 的、獻上~、對眾人作證據。

來 5: 1 為要獻上~、和贖罪祭．〔或
 5: 1 或作要為罪獻上~和祭物〕
 8: 3 祭司都是為獻~和祭物設立的
 8: 4 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的祭司
 9: 9 所獻的~和祭物、就著良心說
10: 5 祭物和~是你不願意的、你曾
10: 8 祭物和~、燔祭和贖罪祭、是
11: 4 就是　神指他~作的見證．他
啟11:10 互相餽送~．因這兩位先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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