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圣经(143次)

新约(20次)
福音书(4)
历史书(5)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5)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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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台 tái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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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律法书(45)
历史书(24)

预言书(7)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1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33) 利未记(2) 民数记(9) 申命记(0)
旧约(123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6)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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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4)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1) 诗篇(11)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3)

创35:21 往、在以得~那边支搭帐棚。
出20:26 不可用~阶、免得露出你的下
25:31 要用精金作一个灯~．灯台的
25:31 灯~的座、和干、与杯、球、
25:32 灯~两旁要杈出六个枝子、这
25:33 从灯~杈出来的六个枝子、都
25:34 灯~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
25:35 灯~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
25:35 灯~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
25:37 要作灯~的七个灯盏．祭司要
25:38 灯~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
25:39 作灯~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
26:35 把灯~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
30:27 灯~、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
30:27 台、和灯~的器具、并香坛、
31: 8 精金的灯~、和灯台的一切器
31: 8 和灯~的一切器具、并香坛、
35:14 灯~、和灯台的器具、灯盏、
35:14 和灯~的器具、灯盏、并点灯
37:17 他用精金作一个灯~、这灯台
37:17 这灯~的座、和干、与杯、球
37:18 灯~两旁杈出六个枝子、这旁
37:19 从灯~杈出来的六个枝子、都
37:20 灯~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
37:21 灯~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
37:21 灯~杈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
37:23 用精金作灯~的七个灯盏、并
37:23 并灯~的蜡剪、和蜡花盘。
37:24 作灯~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37:24 作灯台和灯~的一切器具。
39:37 精金的灯~、和摆列的灯盏、
39:37 与灯~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
40: 4 把灯~搬进去、点其上的灯．
40:24 又把灯~安在会幕内、在帐幕
利11:35 是锅~、就要打碎、都不洁净
24: 4 华面前常收拾精金灯~上的灯
民 3:31 灯~、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
 4: 9 把灯~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
 4: 9 把灯台和灯~、上所用的灯盏
 4:10 又要把灯~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4:10 又要把灯台和灯~的一切器具
 8: 2 七盏灯都要向灯~前面发光。

 8: 3 他点灯~上的灯、使灯向前发
 8: 4 这灯~的作法、是用金子锤出
 8: 4 摩西制造灯~、是照耶和华所

撒下22: 3 是我的高~、是我的避难所．
王上 7: 6 有廊子、廊外有柱子和~阶。

 7:49 内殿前的精金灯~、右边五个
10: 5 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阶、〔
10:19 宝座有六层~阶．座的后背是
10:20 六层~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

王下 4:10 灯~．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
 9:13 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阶

代上28:15 金灯~和金灯的分两、银灯台
28:15 银灯~和银灯的分两、轻重各

代下 4: 7 又照所定的样式造十个金灯~
 4:20 并精金的灯~、和灯盏、可以
 4:21 灯~上的花、和灯盏、并蜡剪
 6:13 所罗门曾造一个铜~、长五肘
 6:13 就站在~上、当着以色列的会
 9: 4 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阶、就
 9:11 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作~
 9:18 宝座有六层~阶、又有金脚凳
 9:19 六层~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
13:11 又有金灯~和灯盏、每晚点起
尼 3:15 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阶。
 8: 4 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上
 9: 4 站在利未人的~上、大声哀求
12:37 从大卫城的~阶、随地势而上
伯23: 3 以寻见　神、能到他的~前．
诗 9: 9 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作高~
 9: 9 高台、在患难的时候作高~。
18: 2 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
59: 9 望你．因为　神是我的高~。
59:16 因为你作过我的高~．在我急
59:17 因为　神是我的高~、是赐恩
61: 3 作过我的坚固~、脱离仇敌。
62: 2 他是我的高~．我必不很动摇
62: 6 他是我的高~．我必不动摇。
94:22 但耶和华向来作了我的高~．
144: 2 我的高~、我的救主、我的盾
箴18:10 是坚固~．义人奔入、便得安
歌 4: 4 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
 5:13 如香草~．他的嘴唇像百合花

 7: 4 你的颈项如象牙~．你的眼目
赛 2:15 又临到高~、、和坚固城墙．
25:12 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倾倒
30:25 高~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陵
耶 6:27 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为保
 6:27 高~或作试验人的〕使你知道
51:12 要坚固瞭望~、派定守望的设
52:19 灯~、调羹、爵、无论金的银
结 4: 2 造~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
16:24 顶花楼、在各街上作了高~。
16:25 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使
16:31 在各街上作了高~、你却藐视
16:39 毁坏你的高~、剥去你的衣服
17:17 敌人筑垒造~、与他打仗的时
21:22 筑垒造~、以撞城锤、攻打城
26: 8 也必造~筑垒举盾牌攻击你。
40: 6 就上门的~阶、量门的这槛、
40:22 登七层~阶上到这门．前面有
40:26 登七层~阶、上到这门、前面
40:31 树．登八层~阶、上到这门。
40:34 树．登八层~阶、上到这门。
40:37 树．登八层~阶、上到这门。
40:49 上廊子有~阶、靠近墙柱、又
41: 8 我又见围着殿有高月~．旁屋
43:14 从底座到下层磴~、高二肘、
43:14 从小磴~到大磴台、高四肘、
43:14 从小磴台到大磴~、高四肘、
43:15 坛上的供~、高四肘．供台的
43:15 供~的四拐角上、都有角。
43:16 供~、长十二肘、宽十二肘、
43:17 磴~长十四肘、宽十四肘、四
43:17 围的边、宽一肘．~阶朝东。
43:20 和磴~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
45:19 和坛磴~的四角上、并内院的
但 5: 5 在王宫与灯~相对的粉墙上写
弥 4: 8 你这羊群的高~、锡安城的山
亚 4: 2 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顶
 4: 2 灯~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
 4:11 这灯~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
太 5:15 是放在灯~上、就照亮一家的
可 4:21 床底下、不放在灯~上么。
路 8:16 乃是放在灯~上、叫进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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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总是放在灯~上、使进来的人
徒13:15 二位兄~、若有什么劝勉众人
20: 9 坐在窗~上、困倦沉睡．保罗
21:20 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
21:35 到了~阶上、众人挤得凶猛、
21:40 保罗就站在~阶上、向百姓摆
罗14:10 因我们都要站在　神的~前。
林前 4: 9 因为我们成了一~戏、给世人
林后 5:10 必要在基督~前显露出来、叫
来 9: 2 里面有灯~、桌子、和陈设饼
启 1:12 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
 1:13 灯~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1:20 和七个金灯~的奥秘．那七星
 1:20 使者．七灯~就是七个教会。
 2: 1 在七个金灯~中间行走的、说
 2: 5 里、把你的灯~从原处挪去。
11: 4 两个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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