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抹 圣经(99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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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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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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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历史书(9)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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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3) 利未记(23) 民数记(7) 申命记(5)
旧约(85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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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先知书(17)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0) 诗篇(6)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 6:14 间一间的造、里外~上松香。
出 2: 3 ~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
17:14 从天下全然涂~了、你要将这
29: 2 与~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
29:12 用指头~在坛的四角上、把血
29:20 ~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
29:20 又~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
29:36 且要用膏~坛、使坛成圣。
30:26 要用这膏油~会幕、和法柜、
32:32 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我的名
32:33 我就从我的册上涂~谁的名。
40: 9 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上
40:10 又要~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
40:11 要~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
利 2: 4 面饼、或是~油的无酵薄饼。
 2:15 并要~上油、加上乳香、这是
 4: 7 又要把些血~在会幕内、耶和
 4:18 又要把些血~在会幕内、耶和
 4:25 ~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
 4:30 ~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
 4:34 ~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
 7:12 和~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
 8:10 摩西用膏油~帐幕、和其中所
 8:11 又~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
 8:15 ~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
 8:23 摩西把些血~在亚伦的右耳垂
 8:24 把些血~在他们的右耳垂上、
 9: 9 ~在坛的四角上、又把血倒在
14:14 ~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
14:17 ~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14:17 就是~在赎愆祭牲的血上。
14:18 要~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
14:25 ~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14:28 ~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14:28 就是~赎愆祭之血的原处。
14:29 要~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
16:18 的血、~在坛上四角的周围．
民 5:23 话、将所写的字~在苦水里、
 6:15 与~油的无酵薄饼、并同献的
 7: 1 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了
 7: 1 并坛上的器具都~了、使它成
 7:10 用膏~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

 7:84 用膏~坛的日子、以色列的众
 7:88 这就是用膏~坛之后、为行奉
申 9:14 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使你
25: 6 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了
25:19 从天下涂~了．不可忘记。
28:40 却不得其油~身、因为树上的
29:20 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他的名
士21:17 免得以色列中涂~了一个支派
得 3: 3 你要沐浴~膏、换上衣服、下
撒下 1:21 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油。

12:20 ~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
14: 2 不要用膏~身、要装作为死者

王下14:27 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
代下28:15 用膏~他们．其中有软弱的、
尼 4: 5 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
13:14 不要涂~我为　神的殿、与其
诗 9: 5 你曾涂~他们的名、直到永永
51: 1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我的过犯
51: 9 我的罪、涂~我一切的罪孽。
69:28 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不
109:13 名字被涂~、不传于下代。
109:14 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
箴 6:33 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
赛21: 5 阿、你们起来、用油~盾牌。
43:25 我为自己的缘故涂~你的过犯
44:22 我涂~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
44:22 我涂~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
耶18:23 不要从你面前涂~他们的罪恶
结13:10 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上。
13:11 以你要对那些~上未泡透灰的
13:12 你们~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
13:14 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的墙
13:15 和用未泡透灰~墙的人成就我
13:15 说、墙和~墙的人都没有了。
13:16 这~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
16: 9 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你。
22:28 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墙
43:20 ~在坛的四角、和磴台的四拐
45:19 ~在殿的门柱上、和坛磴台的
但10: 3 也没有用油~我的身、直到满
摩 6: 6 用上等的油~身．却不为约瑟
弥 6:15 却不得油~身．踹葡萄、却不

玛 2: 3 ~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
可 6:13 用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7:33 的耳朵、吐唾沫~他的舌头、
路 7:38 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上。
 7:46 你没有用油~我的头、但这女
 7:46 但这女人用香膏~我的脚。
约 9: 6 用唾沫和泥~在瞎子的眼睛上
 9:11 他和泥~我的眼睛、对我说、
 9:15 他把泥~在我的眼睛上、我去
11: 2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主、
12: 3 ~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
徒 3:19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这样、
西 2:14 又涂~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
雅 5:14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他、
启 3: 5 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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