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 圣经(124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4)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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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铁 tiě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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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书(15)
历史书(35)

预言书(5)

约书亚记(6)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10) 历代志下(4)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0) 利未记(4) 民数记(2) 申命记(7)
旧约(110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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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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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诗歌智慧书(12) 约伯记(4) 诗篇(5) 箴言(2) 传道书(1) 雅歌(0)

创 4:22 他是打造各样铜~利器的、〔
 4:22 或作是铜匠~匠的祖师〕土八
利 2: 5 若用~鏊上作的物为素祭、就
 6:21 要在~鏊上用油调和作成、调
 7: 9 并~鏊上作的、都要归那献祭
26:19 又要使覆你们的天如~、载你
民31:22 金、银、铜、~、锡、铅、
35:16 倘若人用~器打人、以致打死
申 3:11 他的床是~的、长九肘、宽四
 4:20 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炉
 8: 9 那地的石头是~、山内可以挖
27: 5 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器、
28:23 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
28:48 他必把~轭加在你的颈项上、
33:25 ~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
书 6:19 和铜~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
 6:24 和铜~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
 8:31 是用没有动过~器的整石头筑
17:16 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车。
17:18 迦南人虽有~车、虽是强盛、
22: 8 ~、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
士 1:19 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车。
 4: 3 耶宾王有~车九百辆．他大大
 4:13 西拉就聚集所有的~车九百辆

撒上13:19 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匠
17: 7 ~枪头重六百舍客勒．有一个

撒下12:31 或~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
12:31 或~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
12:31 或用打粮食的~器或用铁斧作
12:31 食的铁器或用~斧作工或使在
23: 7 拿他的人必带~器和枪杆、终

王上 6: 7 和别样~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
 8:51 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炉的
22:11 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角

王下24:14 ~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
24:16 和木匠~匠一千人、都是能上

代上20: 3 或~耙下、或铁斧下〔或作强
20: 3 或~斧下〔或作强他们用锯或
20: 3 或用打粮食的~器或用铁斧作
20: 3 用打粮食的铁器或用~斧作工
22: 2 大卫预备许多~、作门上的钉
22:13 铜和~、多得无法可称．我也

22:15 ~。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
29: 2 ~作铁器、木作木器、还有红
29: 2 铁作~器、木作木器、还有红
29: 7 八千他连得、~十万他连得。

代下 2: 7 ~、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
 2:14 ~、石、木、和紫色蓝色朱红
18:10 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角
24:12 又雇了~匠、铜匠、修理耶和
伯19:24 用~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
20:24 他要躲避~器、铜弓的箭要将
28: 2 ~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熔化
40:18 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棍。
诗 2: 9 你必用~杖打破他们．你必将
105:18 镣伤他的脚．他被~链捆拘。
107:10 里的人、被困苦和~链捆锁、
107:16 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闩。
149: 8 君王、用~镣锁他们的大臣．
箴27:17 ~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
27:17 铁磨~、磨出刃来．朋友相感
传10:10 ~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
赛10:34 他要用~器砍下、利巴嫩的树
44:12 ~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
44:12 铁匠把~在火炭中烧热、用锤
44:12 用锤打~器、用他有力的膀臂
45: 2 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闩。
48: 4 你的颈项是~的、你的额是铜
54:16 打造合用器械的~匠、是我所
60:17 拿银子代替~、拿铜代替木头
60:17 拿~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
耶 1:18 ~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
 6:28 他们是铜是~、都行坏事。
11: 4 脱离~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
15:12 人岂能将铜与~、就是北方的
15:12 铁、就是北方的~、折断呢．
17: 1 是用~笔、用金钢钻记录的．
24: 1 ~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
28:13 你折断木轭、却换了~轭．
28:14 我已将~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
29: 2 ~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
结 4: 3 又要拿个~鏊、放在你和城的
 4: 3 作为~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
22:18 锡、~、铅．都是银渣滓。

22:20 ~、铅、锡、聚在炉中、吹火
26: 9 墙垣、用~器拆毁你的城楼。
27:12 ~、锡、铅、兑换你的货物。
27:19 亮~、桂皮、菖蒲、兑换你的
但 2:33 腿是~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2:33 腿是铁的、脚是半~半泥的．
 2:34 打在这像半~半泥的脚上、把
 2:35 ~、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
 2:40 必坚壮如~、铁能打碎克制百
 2:40 ~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
 2:41 一半是~、那国将来也必分开
 2:41 你既见~与泥搀杂、那国也必
 2:41 搀杂、那国也必有~的力量．
 2:42 既是半~半泥、那国也必半强
 2:43 你既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
 2:43 正如~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2:45 ~、泥、那就是至大的　神把
 4:15 用~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
 4:23 用~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
 5: 4 赞美金银铜~木石所造的神。
 5:23 知无识金银铜~木石所造的神
 7: 7 有大~牙、吞吃嚼碎、所剩下
 7:19 有~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
摩 1: 3 为他以打粮食的~器打过基列
弥 4:13 我必使你的角成为~、使你的
鸿 2: 3 战车上的钢~闪烁如火、柏木
可 5: 3 捆住他、就是用~链也不能．
 5: 4 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链捆锁他
 5: 4 ~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
路 8:29 又被~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
徒12: 6 彼得被两条~链锁着、睡在两
12: 7 那~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12:10 就来到临街的~门．那门自己
21:33 吩咐用两条~链捆锁．又问他

提前 4: 2 心、如同被热~烙惯了一般。
启 2:27 他必用~杖辖管他们、〔辖管
 9: 9 好像~甲．他们翅膀的声音、
12: 5 是将来要用~杖辖管万国的．
18:12 头和铜、~、汉白玉的器皿、
19:15 他必用~杖辖管他们．〔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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