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 圣经(115次)

新约(34次)
福音书(5)
历史书(1)
保罗书信(22)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10)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3) 歌罗西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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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2)

律法书(20)
历史书(5)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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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5) 出埃及记(8)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4)
旧约(81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5)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45)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1) 诗篇(3) 箴言(0) 传道书(2) 雅歌(2)

创 1:26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像、按着
 1: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像造人、
 1:27 乃是照着他的~像造男造女。
 5: 3 ~像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
 9: 6 造人、是照自己的~像造的。
出20: 4 也不可作什么~像、仿佛上天
24:17 以色列人眼前、~状如烈火。
25:33 ~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
25:33 ~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
25:34 ~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37:19 ~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
37:19 ~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
37:20 ~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民 9:15 晨、云彩在其上、~状如火。
 9:16 彩遮盖帐幕、夜间~状如火。
12: 8 并且他必见我的~像．你们毁
申 4:12 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像。
 4:15 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像。
 4:25 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像、败
 5: 8 也不可作什么~像、仿佛上天

撒上19: 3 我看他情~怎样、我必告诉你
28:14 他是怎样的~状．妇人说、有

王上 6:25 伯的尺寸、~像、都是一样。
16:20 心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

王下15:15 和他背叛的情~、都写在以色
伯 4:16 我却不能辨其~状．有影像在
诗17:15 得见你的~像、〔见或作看〕
139:15 时、我的~体并不向你隐藏。
139:16 我未成~的体质、你的眼早已
传 5:16 他来的情~怎样、他去的情形
 5:16 他去的情~也怎样．这也是一
歌 3: 6 ~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
 5:15 他的~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
赛40:18 用什么~像与　神比较呢。
44:13 用刨子刨成~状、用圆尺画了
44:13 作成人~、好住在房屋中。
52:14 悴、他的~容比世人枯槁。）
53: 2 他无佳~美容、我们看见他的
结 1: 5 显出四个活物的~像来、他们
 1: 5 他们的~状是这样、有人的形
 1: 5 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像。
 1:10 至于脸的~像、前面各有人的

 1:13 至于四活物的~像、就如烧着
 1:13 就如烧着火炭的~状、又如火
 1:13 又如火把的~状．火在四活物
 1:16 轮的~状和颜色、〔原文作作
 1:16 ~状和作法、好像轮中套轮。
 1:22 有穹苍的~像、看着像可畏的
 1:26 有宝座的~像、仿佛蓝宝石．
 1:26 在宝座~像以上、有仿佛人的
 1:26 形像以上、有仿佛人的~状。
 1:27 周围都有火的~状、又见从他
 1:27 有仿佛火的~状、周围也有光
 1:28 云中虹的~状怎样、周围光辉
 1:28 周围光辉的~状也是怎样．这
 1:28 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像．我
 8: 2 见有~像仿佛火的形状、从他
 8: 2 见有形像仿佛火的~状、从他
 8: 2 从他腰以下的~状有火、从他
 8: 2 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状、仿
 8: 4 ~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
10: 1 显出蓝宝石的~状、仿佛宝座
10: 1 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像。
10: 9 原文作~状〕仿佛水苍玉。
10:10 至于四轮的~状、都是一个样
10:22 并身体的~像、是我从前在迦
16: 7 两乳成~、头发长成、你却仍
23:15 都是军长的~状、仿照巴比伦
23:15 仿照巴比伦人的~像．他们的
40: 3 原文作~状〕如铜、手拿麻绳
41:21 前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
41:21 前面、形状和殿的~状一样。
43:11 和一切~状、典章、礼仪、法
但 2:31 站在你面前、~状甚是可怕．
 7: 3 从海中上来、~状各有不同、
 7:20 ~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
 8:15 忽有一位~状像人的、站在我
10:18 有一位~状像人的、又摸我使
珥 2: 4 它们的~状如马、奔跑如马兵
鸿 2: 4 ~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
亚 5: 6 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状．
太17: 2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像．脸面
可 9: 2 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像．
16:12 耶稣变了~像向他们显现、

路 3:22 ~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
约 5:37 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像。
徒14:11 有　神借着人~、降临在我们
罗 6: 5 们若在他死的~状上与他联合
 6: 5 要在他复活的~状上与他联合
 8: 3 成为罪身的~状、作了赎罪祭

林前11: 7 因为他是　神的~像和荣耀、
15:37 不是那将来的~体、不过是子
15:38 给他一个~体、并叫各等子粒
15:38 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体。
15:40 有天上的~体、也有地上的形
15:40 也有地上的~体．但天上形体
15:40 但天上~体的荣光是一样、地
15:40 地上~体的荣光又是一样。
15:49 我们既有属土的~状、将来也
15:49 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状。

林后 3:18 就变成主的~状、荣上加荣、
加 4:19 直等到基督成~在你们心里．
弗 4:24 这新人是照着　神的~像造的
腓 2: 6 他本有　神的~像、不以自己
 2: 7 取了奴仆的~像、成为人的样
 3:21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状
西 2: 9 都有~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2:17 事的影儿．那~体却是基督。
 3:10 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像．
来 8: 5 本是天上事的~状和影像、正
雅 3: 9 咒诅那照着　神~像被造的人
彼后 3:10 有~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

 3:12 有~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
启 9: 7 蝗虫的~状、好像预备出战的
13: 2 ~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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