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繩 聖經(94次)

新約(3次)
福音書(1)
歷史書(2)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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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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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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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9)
歷史書(23)

預言書(0)

約書亞記(3) 士師記(1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2)

創世紀(0) 出埃及記(5) 利未記(0) 民數記(4) 申命記(0)
舊約(91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0)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5)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9)
詩歌智慧書(20) 約伯記(8) 詩篇(10)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出28:14 用擰工彷彿擰~子、作兩條鍊
28:22 上、用精金擰成如~的鍊子。
35:18 子的橛子、和這兩處的~子、
39:15 用精金擰成如~子的鍊子。
39:40 ~子、橛子、並帳幕和會幕中
民 3:26 壇的）、並一切使用的~子。
 3:37 帶卯的座、橛子、和~子。
 4:26 ~子、並所用的器具、不論是
 4:32 ~子、並一切使用的器具．他
書 2:15 於是女人用~子將二人從窗戶
 2:18 把這條朱紅線~繫在縋我們下
 2:21 又把朱紅線~繫在窗戶上。
士15:13 於是用兩條新~捆綁參孫、將
15:14 他臂上的~就像火燒的麻一樣
15:14 他的綁~都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16: 7 若用七條未乾的青~子捆綁我
16: 8 首領拿了七條未乾的青~子來
16: 8 婦人、他就用~子捆綁參孫。
16: 9 參孫就掙斷~子、如掙斷經火
16:11 人若用沒有使過的新~捆綁我
16:12 大利拉就用新~捆綁他、對他
16:12 參孫將臂上的~掙斷了、如掙

撒下 8: 2 用~量一量、量二繩的殺了、
 8: 2 量二~的殺了、量一繩的存留
 8: 2 量一~的存留．摩押人就歸服
17:13 必帶~子去、將那城拉到河裏
22: 6 陰間的~索纏繞我．死亡的網

王上20:31 頭套~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
20:32 頭套~索、去見以色列王、說

王下21:13 我必用量撒瑪利亞的準~、和
斯 1: 6 用細麻~紫色繩從銀環內繫在
 1: 6 用細麻繩紫色~從銀環內繫在
伯 4:21 他帳棚的~索、豈不從中抽出
30:11 鬆開他們的~索苦待我、在我
36: 8 鍊捆住、被苦難的~索纏住．
38: 5 尺度．是誰把準~拉在其上。
39: 5 去自由．誰解開快驢的~索。
39:10 你豈能用套~將野牛籠在犁溝
41: 1 能用~子壓下他的舌頭麼。
41: 2 你能用~索穿他的鼻子麼、能
詩 2: 3 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索。
16: 6 用~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

18: 4 曾有死亡的~索纏繞我．匪類
18: 5 陰間的~索纏繞我．死亡的網
78:55 用~子將外邦的地量給他們為
116: 3 死亡的~索纏繞我、陰間的痛
118:27 理當用~索把祭牲拴住、牽到
119:61 惡人的~索纏繞我．我卻沒有
129: 4 義的．他砍斷了惡人的~索。
140: 5 驕傲人為我暗設網羅和~索．
箴 5:22 他必被自己的罪惡如~索纏繞
傳 4:12 三股合成的~子、不容易折斷
賽 3:24 ~子代替腰帶、光禿代替美髮
 5:18 那些以虛假之細~牽罪孽的人
 5:18 人、他們又像以套~拉罪惡。
28:17 我必以公平為準~、以公義為
33:20 不拔出、~索一根也不折斷。
33:23 你的~索鬆開．不能栽穩桅杆
34:11 耶和華必將空虛的準~、混沌
34:17 又親手用準~給他們分地、他
54: 2 要放長你的~子、堅固你的橛
58: 6 不是要鬆開凶惡的~、解下軛
耶 2:20 解開你的~索、你說、我必不
 2:20 的軛解開你的~索你就說我必
 5: 5 人齊心將軛折斷、掙開~索。
10:20 我的~索折斷。我的兒女離我
27: 2 你作~索與軛、加在自己的頸
27: 3 把~索與軛、送到以東王、摩
30: 8 扭開他的~索、外邦人不得再
31:39 準~要往外量出、直到迦立山
38: 6 他們用~子將耶利米繫下去。
38:11 用~子縋下牢獄去到耶利米那
38:12 碎布和破爛的衣服放在~子上
38:13 他們用~子將耶利米從牢獄裏
哀 1:14 猶如軛~縛在我頸項上．他使
 2: 8 他拉了準~、不將手收回、定
結 3:25 人必用~索捆綁你、你就不能
 4: 8 我用~索捆綁你、使你不能輾
27:24 子裏、用~捆著、與你交易。
40: 3 手拿麻~、和量度的竿、站在
47: 3 他手拿準~往東出去的時候、
何11: 4 我用慈~〔慈原文是人的〕愛
摩 7: 7 有一道牆是按準~建築的、主
 7: 7 築的、主手拿準~站在其上。

 7: 8 看見準~。主說、我要吊起準
 7: 8 我要吊起準~在我民以色列中
 7:17 你的地必有人用~子量了分取
彌 2: 5 的會中你必沒有人拈鬮拉準~
鴻 1:13 折斷他的軛、扭開他的~索。
亞 1:16 準~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這
 2: 1 舉目觀看、見一人手拿準~。
約 2:15 耶穌就拿~子作成鞭子、把牛
徒27:32 於是兵丁砍斷小船的~子、由
27:40 同時也鬆開舵~、拉起頭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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