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皿 聖經(129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3)
歷史書(1)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
羅馬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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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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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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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歷史書(61)

預言書(2)

約書亞記(2) 士師記(0)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9) 歷代
志上(7) 歷代志下(15) 以斯拉記(15)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2)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3) 民數記(8) 申命記(1)
舊約(115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2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8)
小先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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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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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詩歌智慧書(3) 約伯記(1) 詩篇(1)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出37:16 又用精金作桌子上的器~、就
利 8:11 和壇的一切器~、並洗濯盆、
11:32 不拘是作甚麼工用的器~、須
11:34 並且那樣器~中一切可喝的、
民 3:31 與聖所內使用的器~、並簾子
 4: 9 並一切盛油的器~、全都遮蓋
 7:85 一切器~的銀子、按聖所的平
19:15 凡敞口的器~、就是沒有紮上
19:17 灰、放在器~裏、倒上活水。
19:18 和一切器~、並帳棚內的眾人
31: 6 非尼哈手裏拿著聖所的器~、
31:51 們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
申23:24 葡萄、只是不可裝在器~中。
書 6:19 和銅鐵的器~、都要歸耶和華
 6:24 和銅鐵的器~、都放在耶和華
得 2: 9 就可以到器~那裏喝僕人打來
撒上21: 5 少年人的器~還是潔淨的．何
撒下 8:10 約蘭帶了金銀銅的器~來。

 8:11 大衛王將這些器~、和他治服
王上 7:51 和器~、都帶來放在耶和華殿

10:21 利巴嫩林宮裏的一切器~、都
15:15 自己所分別為聖的金銀和器~
17:10 求你用器~取點水來給我喝。

王下 4: 3 向你眾鄰舍借空器~．不要少
 4: 4 將油倒在所有的器~裏、倒滿
 4: 5 兒子把器~拿來、他就倒油．
 4: 6 器~都滿了、他對兒子說、再
 4: 6 再給我拿器~來。兒子說、再
 4: 6 再沒有器~了、油就止住了。
12:13 碗、號、和別樣的金銀器~．
14:14 和器~都拿了去、並帶人去為
23: 4 並天上萬象所造的器~、都從

代上 9:28 有管理使用器~的、按著數目
 9:29 和聖所的器~、並細麵、酒、
18:10 多蘭帶了金銀銅的各樣器~來
18:11 大衛王將這些器~、並從各國
22:18 和供奉　神的聖器~、都搬進
23:26 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了。
28:13 並耶和華殿裏一切器~的樣式

代下 4:16 與耶和華殿裏的一切器~、都
 5: 1 分別為聖的金銀和器~都帶來
 9:20 林宮裏的一切器~都是精金的

15:18 和器~、都奉到　神的殿裏。
24:14 製造耶和華殿供奉所用的器~
24:14 並金銀的器~。耶何耶大在世
25:24 和器~、與王宮裏的財寶、都
28:24 斯將　神殿裏的器~都聚了來
29:18 並壇的一切器~、陳設餅的桌
29:18 與桌子的一切器~都潔淨了．
29:19 在位犯罪的時候所廢棄的器~
36: 7 耶和華殿裏的器~帶到巴比倫
36:10 裏各樣寶貴的器~帶到巴比倫
36:18 勒底王將　神殿裏的大小器~
36:19 殿、毀壞了城裏寶貴的器~。
拉 1: 7 王也將耶和華殿的器~拿出來
 1: 7 這器~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
 1: 8 將這器~拿出來、按數交給猶
 1: 9 器~的數目記在下面．金盤三
 1:10 一十個、別樣的器~一千件．
 1:11 金銀器~、共有五千四百件．
 5:14 器~、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
 5:15 可以將這些器~帶去、放在耶
 6: 5 並且　神殿的金銀器~、就是
 7:19 所交給你　神殿中使用的器~
 8:25 和器~、都秤了交給他們。
 8:27 上等光銅的器~兩個、寶貴如
 8:28 器~也為聖、金銀是甘心獻給
 8:30 和器~、要帶到耶路撒冷我們
 8:33 把金銀和器~都秤了、交在祭
尼10:39 奉到收存聖所器~的屋子裏、
13: 5 器~、和照命令供給利未人、
13: 9 遂將　神殿的器~、和素祭乳
斯 1: 7 用金器~賜酒、器皿各有不同
 1: 7 器~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
伯28:17 精金的器~、不足與兌換。
詩31:12 人記念．我好像破碎的器~。
箴25: 4 銀子出來、銀匠能以作器~。
賽22:24 好像一切小器~、從杯子到酒
52:11 你們扛抬耶和華器~的人哪、
65: 4 他們器~中有可憎之物作的湯
66:20 人用潔淨的器~盛供物奉到耶
耶14: 3 就拿著空器~、蒙羞慚愧、抱
18: 3 家裏去、正遇他轉輪做器~。
18: 4 窯匠用泥作的器~、在他手中

18: 4 他又用這泥另作別的器~．窯
22:28 破壞的器~麼、是無人喜愛的
22:28 是無人喜愛的器~麼、他和他
27:16 耶和華殿中的器~、快要從巴
27:18 並耶路撒冷剩下的器~、不被
27:19 盆座、並剩在這城裏的器~、
27:20 貴冑的時候所沒有掠去的器~
27:21 並耶路撒冷剩下的器~、萬軍
27:22 我必將這器~帶回來、交還此
28: 3 尼撒從這地掠到巴比倫的器~
28: 3 就是耶和華殿中的一切器~、
28: 6 將耶和華殿中的器~、和一切
40:10 收在器~裏、住在你們所佔的
48:11 沒有從這器~倒在那器皿裏、
48:11 沒有從這器皿倒在那器~裏、
48:12 倒空他的器~、打碎他的罈子
48:38 好像打碎無人喜悅的器~．這
49:29 和一切器~、並駱駝、為自己
51:34 使我成為空虛的器~．他像大
結 4: 9 裝在一個器~中、用以為自己
15: 3 可以取來作釘子挂甚麼器~麼
40:42 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
但 1: 2 並　神殿中器~的幾分交付他
 1: 2 他就把這器~帶到示拿地、收
 5: 2 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銀器~拿來
 5: 2 皇后妃嬪、好用這器~飲酒．
 5: 3 神殿庫房中所掠的金器~拿來
 5: 3 皇后妃嬪、就用這器~飲酒。
 5:23 人將他殿中的器~拿到你面前
 5:23 和大臣皇后妃嬪用這器~飲酒
何 8: 8 國中、好像人不喜悅的器~。
太25: 4 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裏。
路 8:16 沒有人點燈用器~蓋上、或放
約19:29 有一個器~盛滿了醋、放在那
徒 9:15 他是我所揀選的器~、要在外
羅 9:21 團泥裏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
 9:21 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器~麼。
 9:22 寬容那可怒預備遭毀滅的器~
 9:23 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上
 9:24 這器~就是我們被　神所召的

提後 2:21 就必作貴重的器~、成為聖潔
來 9:21 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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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3: 7 比你軟弱原文作是軟弱的器~
啟18:12 各樣象牙的器~、各樣極寶貴
18:12 頭和銅、鐵、漢白玉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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