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皿 圣经(129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3)
历史书(1)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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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器皿 qì mǐn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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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13)
历史书(61)

预言书(2)

约书亚记(2) 士师记(0)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9) 历代
志上(7) 历代志下(15) 以斯拉记(15)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2)

创世纪(0) 出埃及记(1) 利未记(3) 民数记(8) 申命记(1)
旧约(115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2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8)
小先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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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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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1) 诗篇(1)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出37:16 又用精金作桌子上的~、就是
利 8:11 和坛的一切~、并洗濯盆、和
11:32 不拘是作什么工用的~、须要
11:34 并且那样~中一切可喝的、也
民 3:31 与圣所内使用的~、并帘子和
 4: 9 并一切盛油的~、全都遮盖。
 7:85 一切~的银子、按圣所的平、
19:15 凡敞口的~、就是没有扎上盖
19:17 罪灰、放在~里、倒上活水。
19:18 和一切~、并帐棚内的众人身
31: 6 非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和
31:51 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
申23:24 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中。
书 6:19 和铜铁的~、都要归耶和华为
 6:24 和铜铁的~、都放在耶和华殿
得 2: 9 就可以到~那里喝仆人打来的
撒上21: 5 少年人的~还是洁净的．何况
撒下 8:10 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来。

 8:11 大卫王将这些~、和他治服各
王上 7:51 和~、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

10:21 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都是
15:15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
17:10 求你用~取点水来给我喝。

王下 4: 3 向你众邻舍借空~．不要少借
 4: 4 将油倒在所有的~里、倒满了
 4: 5 儿子把~拿来、他就倒油．
 4: 6 ~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
 4: 6 再给我拿~来。儿子说、再没
 4: 6 再没有~了、油就止住了。
12:13 碗、号、和别样的金银~．
14:14 和~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
23: 4 并天上万象所造的~、都从耶

代上 9:28 有管理使用~的、按着数目拿
 9:29 和圣所的~、并细面、酒、油
18:10 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来
18:11 大卫王将这些~、并从各国夺
22:18 和供奉　神的圣~、都搬进为
23:26 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了。
28:13 并耶和华殿里一切~的样式、

代下 4:16 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都是
 5: 1 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都带来
 9:20 嫩林宫里的一切~都是精金的

15:18 和~、都奉到　神的殿里。
24:14 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
24:14 并金银的~。耶何耶大在世的
25:24 和~、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
28:24 哈斯将　神殿里的~都聚了来
29:18 并坛的一切~、陈设饼的桌子
29:18 与桌子的一切~都洁净了．
29:19 王在位犯罪的时候所废弃的~
36: 7 将耶和华殿里的~带到巴比伦
36:10 殿里各样宝贵的~带到巴比伦
36:18 迦勒底王将　神殿里的大小~
36:19 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
拉 1: 7 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拿出来
 1: 7 这~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
 1: 8 将这~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
 1: 9 ~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三十
 1:10 百一十个、别样的~一千件．
 1:11 金银~、共有五千四百件．被
 5:14 ~、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
 5:15 可以将这些~带去、放在耶路
 6: 5 并且　神殿的金银~、就是尼
 7:19 所交给你　神殿中使用的~、
 8:25 银、和~、都秤了交给他们。
 8:27 上等光铜的~两个、宝贵如金
 8:28 ~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
 8:30 和~、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
 8:33 把金银和~都秤了、交在祭司
尼10:39 奉到收存圣所~的屋子里、就
13: 5 ~、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
13: 9 遂将　神殿的~、和素祭乳香
斯 1: 7 用金~赐酒、器皿各有不同、
 1: 7 ~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
伯28:17 较、精金的~、不足与兑换。
诗31:12 无人记念．我好像破碎的~。
箴25: 4 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
赛22:24 好像一切小~、从杯子到酒瓶
52:11 你们扛抬耶和华~的人哪、务
65: 4 他们~中有可憎之物作的汤．
66:20 列人用洁净的~盛供物奉到耶
耶14: 3 就拿着空~、蒙羞惭愧、抱头
18: 3 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
18: 4 窑匠用泥作的~、在他手中做

18: 4 他又用这泥另作别的~．窑匠
22:28 破坏的~么、是无人喜爱的器
22:28 是无人喜爱的~么、他和他的
27:16 耶和华殿中的~、快要从巴比
27:18 并耶路撒冷剩下的~、不被带
27:19 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
27:20 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
27:21 并耶路撒冷剩下的~、万军之
27:22 我必将这~带回来、交还此地
28: 3 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
28: 3 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都
28: 6 将耶和华殿中的~、和一切被
40:10 收在~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
48:11 没有从这~倒在那器皿里、也
48:11 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里、也
48:12 倒空他的~、打碎他的坛子。
48:38 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这是
49:29 和一切~、并骆驼、为自己掠
51:34 使我成为空虚的~．他像大鱼
结 4: 9 装在一个~中、用以为自己作
15: 3 可以取来作钉子挂什么~么。
40:42 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
但 1: 2 并　神殿中~的几分交付他手
 1: 2 他就把这~带到示拿地、收入
 5: 2 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拿来
 5: 2 臣皇后妃嫔、好用这~饮酒．
 5: 3 　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拿来
 5: 3 臣皇后妃嫔、就用这~饮酒。
 5:23 使人将他殿中的~拿到你面前
 5:23 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饮酒
何 8: 8 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
太25: 4 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里。
路 8:16 没有人点灯用~盖上、或放在
约19:29 有一个~盛满了醋、放在那里
徒 9:15 他是我所拣选的~、要在外邦
罗 9:21 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
 9:21 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么。
 9:22 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
 9:23 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上
 9:24 这~就是我们被　神所召的、

提后 2:21 就必作贵重的~、成为圣洁、
来 9:21 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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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3: 7 比你软弱原文作是软弱的~〕
启18:12 各样象牙的~、各样极宝贵的
18:12 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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