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麻 圣经(90次)

新约(17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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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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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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律法书(43)
历史书(11)

预言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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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33) 利未记(8)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73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3)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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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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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诗歌智慧书(2)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41:42 给他穿上~衣、把金链戴在他
出25: 4 紫色朱红色线、~、山羊毛、
26: 1 这些幔子要用捻的~、和蓝色
26:31 和捻的~、织幔子．以巧匠的
26:36 和捻的~、用绣花的手工织帐
27: 9 要用捻的~作帷子、长一百肘
27:16 和捻的~、用绣花的手工织成
27:18 帷子要用捻的~作．带卯的座
28: 5 色紫色朱红色线、并~去作。
28: 6 并捻的~、用巧匠的手工作以
28: 8 色朱红色线、并捻的~作成。
28:15 色朱红色线、并捻的~作成。
28:39 要用杂色~线织内袍．用细麻
28:39 用~布作冠冕．又用绣花的手
28:42 要给他们作~布裤子、遮掩下
35: 6 紫色朱红色线、~、山羊毛、
35:23 ~、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
35:25 朱红色线、和~、都拿了来。
35:35 和~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
36: 8 这幔子是比撒列用捻的~、和
36:35 和捻的~织幔子．以巧匠的手
36:37 和捻的~、用绣花的手工织帐
38: 9 用捻的~作帷子、宽一百肘。
38:16 的帷子、都是用捻的~作的。
38:18 和捻的~织的．宽二十肘、高
38:23 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绣花。
39: 2 红色线、并捻的~作以弗得。
39: 5 并捻的~作的．是照耶和华所
39: 8 色朱红色线、并捻的~作的。
39:24 朱红色线、并捻的~作石榴、
39:27 他用织成的~布、为亚伦和他
39:28 并用~布作冠冕、和华美的裹
39:28 裹头巾．用捻的~布作裤子。
39:29 并捻的~、以绣花的手工作腰
利 6:10 祭司要穿上~布衣服、又要把
 6:10 又要把~布裤子穿在身上、把
16: 4 要穿上~布圣内袍、把细麻布
16: 4 把~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
16: 4 腰束~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
16: 4 头戴~布冠冕．这都是圣服．
16:23 进圣所时所穿的~布衣服脱下
16:32 要穿上~布的圣衣、行赎罪之

申22:11 不可穿羊毛~两样搀杂料作的
撒上 2:18 穿着~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

22:18 那日杀了穿~布以弗得的八十
撒下 6:14 大卫穿着~布的以弗得、在耶
代上 4:21 和属亚实比族织~布的各家。

15:27 都穿着~布的外袍．大卫另外
15:27 大卫另外穿着~布的以弗得。

代下 2:14 与~、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
 3:14 和~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
 5:12 都穿~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
斯 1: 6 用~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
 8:15 又穿紫色~布的外袍、从王面
箴31:22 的衣服、是~和紫色布作的。
31:24 他作~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
赛 3:23 ~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
结 9: 2 内中有一人身穿~衣、腰间带
 9: 3 　神将那身穿~衣、腰间带着
 9:11 那穿~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
10: 2 主对那穿~衣的人说、你进去
10: 6 他吩咐那穿~衣的人说、要从
10: 7 取些放在那穿~衣的人两手中
16:10 并用~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
16:13 穿的是~衣、和丝绸、并绣花
27: 7 是用埃及绣花~布作的、可以
27:16 ~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
44:17 必穿~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
44:18 他们头上要戴~布裹头巾、腰
44:18 腰穿~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
但10: 5 见有一人身穿~衣、腰束乌法
12: 6 穿~衣的、说、这奇异的事、
12: 7 穿~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
太27:59 取了身体、用干净~布裹好、
可15:46 约瑟买了~布、把耶稣取下来
15:46 用~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
路16:19 穿着紫色袍和~布衣服、天天
23:53 就取下来用~布裹好、安放在
24:12 见~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
约19:40 体用、~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20: 5 就见~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
20: 6 去、就看见~布还放在那里．
20: 7 没有和~布放在一处、是另在
启15: 6 穿着洁白光明的~衣、〔细麻

15: 6 ~衣有古卷作宝石〕胸间束着
18:12 ~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
18:16 素常穿着~、紫色、朱红色的
19: 8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衣、
19: 8 这~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19:14 穿着~衣、又白又洁、跟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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