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鐵 聖經(124次)

新約(14次)
福音書(4)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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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鐵 ti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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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書(15)
歷史書(35)

預言書(5)

約書亞記(6)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10)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4) 民數記(2) 申命記(7)
舊約(110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19)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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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5)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4) 詩篇(5) 箴言(2) 傳道書(1) 雅歌(0)

創 4:22 他是打造各樣銅~利器的、〔
 4:22 或作是銅匠~匠的祖師〕土八
利 2: 5 若用~鏊上作的物為素祭、就
 6:21 要在~鏊上用油調和作成、調
 7: 9 並~鏊上作的、都要歸那獻祭
26:19 又要使覆你們的天如~、載你
民31:22 金、銀、銅、~、錫、鉛、
35:16 倘若人用~器打人、以致打死
申 3:11 他的床是~的、長九肘、寬四
 4:20 將你們從埃及領出來脫離~爐
 8: 9 那地的石頭是~、山內可以挖
27: 5 石壇、在石頭上不可動~器、
28:23 為銅、腳下的地、要變為~。
28:48 他必把~軛加在你的頸項上、
33:25 ~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
書 6:19 和銅~的器皿、都要歸耶和華
 6:24 和銅~的器皿、都放在耶和華
 8:31 是用沒有動過~器的整石頭築
17:16 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車。
17:18 迦南人雖有~車、雖是強盛、
22: 8 ~、並許多衣服、回你們的帳
士 1:19 原的居民、因為他們有~車。
 4: 3 耶賓王有~車九百輛．他大大
 4:13 西拉就聚集所有的~車九百輛

撒上13:19 那時以色列全地沒有一個~匠
17: 7 ~槍頭重六百舍客勒．有一個

撒下12:31 或~耙下、或鐵斧下、或叫他
12:31 或~斧下、或叫他經過磚窯．
12:31 或用打糧食的~器或用鐵斧作
12:31 食的鐵器或用~斧作工或使在
23: 7 拿他的人必帶~器和槍桿、終

王上 6: 7 和別樣~器的響聲都沒有聽見
 8:51 是你從埃及領出來脫離~爐的
22:11 拿的兒子西底家造了兩個~角

王下24:14 ~匠、都擄了去．除了國中極
24:16 和木匠~匠一千人、都是能上

代上20: 3 或~耙下、或鐵斧下〔或作強
20: 3 或~斧下〔或作強他們用鋸或
20: 3 或用打糧食的~器或用鐵斧作
20: 3 用打糧食的鐵器或用~斧作工
22: 2 大衛預備許多~、作門上的釘
22:13 銅和~、多得無法可稱．我也

22:15 ~。你當起來辦事．願耶和華
29: 2 ~作鐵器、木作木器、還有紅
29: 2 鐵作~器、木作木器、還有紅
29: 7 八千他連得、~十萬他連得。

代下 2: 7 ~、和紫色朱紅色藍色線、並
 2:14 ~、石、木、和紫色藍色朱紅
18:10 拿的兒子西底家造了兩個~角
24:12 又雇了~匠、銅匠、修理耶和
伯19:24 用~筆鐫刻、用鉛灌在磐石上
20:24 他要躲避~器、銅弓的箭要將
28: 2 ~從地裏挖出、銅從石中鎔化
40:18 像銅管．他的肢體彷彿~棍。
詩 2: 9 你必用~杖打破他們．你必將
105:18 鐐傷他的腳．他被~鍊捆拘。
107:10 裏的人、被困苦和~鍊捆鎖、
107:16 他打破了銅門、砍斷了~閂。
149: 8 君王、用~鐐鎖他們的大臣．
箴27:17 ~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
27:17 鐵磨~、磨出刃來．朋友相感
傳10:10 ~器鈍了、若不將刃磨快、就
賽10:34 他要用~器砍下、利巴嫩的樹
44:12 ~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熱、用鎚
44:12 鐵匠把~在火炭中燒熱、用鎚
44:12 用鎚打~器、用他有力的膀臂
45: 2 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閂。
48: 4 你的頸項是~的、你的額是銅
54:16 打造合用器械的~匠、是我所
60:17 拿銀子代替~、拿銅代替木頭
60:17 拿~代替石頭．並要以和平為
耶 1:18 ~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
 6:28 他們是銅是~、都行壞事。
11: 4 脫離~爐的那日所吩咐他們的
15:12 人豈能將銅與~、就是北方的
15:12 鐵、就是北方的~、折斷呢．
17: 1 是用~筆、用金鋼鑽記錄的．
24: 1 ~匠、從耶路撒冷擄去、帶到
28:13 你折斷木軛、卻換了~軛．
28:14 我已將~軛加在這些國的頸項
29: 2 ~匠、都離了耶路撒冷以後。
結 4: 3 又要拿個~鏊、放在你和城的
 4: 3 作為~牆．你要對面攻擊這城
22:18 錫、~、鉛．都是銀渣滓。

22:20 ~、鉛、錫、聚在爐中、吹火
26: 9 牆垣、用~器拆毀你的城樓。
27:12 ~、錫、鉛、兌換你的貨物。
27:19 亮~、桂皮、菖蒲、兌換你的
但 2:33 腿是~的、腳是半鐵半泥的．
 2:33 腿是鐵的、腳是半~半泥的．
 2:34 打在這像半~半泥的腳上、把
 2:35 ~、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
 2:40 必堅壯如~、鐵能打碎剋制百
 2:40 ~能打碎剋制百物、又能壓碎
 2:41 一半是~、那國將來也必分開
 2:41 你既見~與泥攙雜、那國也必
 2:41 攙雜、那國也必有~的力量．
 2:42 既是半~半泥、那國也必半強
 2:43 你既見~與泥攙雜、那國民也
 2:43 正如~與泥不能相合一樣。
 2:45 ~、泥、那就是至大的　神把
 4:15 用~圈和銅圈箍住、在田野的
 4:23 用~圈和銅圈箍住、在田野的
 5: 4 讚美金銀銅~木石所造的神。
 5:23 知無識金銀銅~木石所造的神
 7: 7 有大~牙、吞吃嚼碎、所剩下
 7:19 有~牙銅爪、吞吃嚼碎、所剩
摩 1: 3 為他以打糧食的~器打過基列
彌 4:13 我必使你的角成為~、使你的
鴻 2: 3 戰車上的鋼~閃爍如火、柏木
可 5: 3 捆住他、就是用~鍊也不能．
 5: 4 為人屢次用腳鐐和~鍊捆鎖他
 5: 4 ~鍊竟被他掙斷了、腳鐐也被
路 8:29 又被~鍊和腳鐐捆鎖、他竟把
徒12: 6 彼得被兩條~鍊鎖著、睡在兩
12: 7 那~鍊就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12:10 就來到臨街的~門．那門自己
21:33 吩咐用兩條~鍊捆鎖．又問他

提前 4: 2 心、如同被熱~烙慣了一般。
啟 2:27 他必用~杖轄管他們、〔轄管
 9: 9 好像~甲．他們翅膀的聲音、
12: 5 是將來要用~杖轄管萬國的．
18:12 頭和銅、~、漢白玉的器皿、
19:15 他必用~杖轄管他們．〔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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