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 聖經(115次)

新約(34次)
福音書(5)
歷史書(1)
保羅書信(22)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10)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3) 歌羅西書(3) 
帖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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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2)

律法書(20)
歷史書(5)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5) 出埃及記(8) 利未記(0) 民數記(3) 申命記(4)
舊約(81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5)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5)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1) 詩篇(3) 箴言(0) 傳道書(2) 雅歌(2)

創 1:26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像、按著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像造人、
 1:27 乃是照著他的~像造男造女。
 5: 3 ~像樣式和自己相似、就給他
 9: 6 造人、是照自己的~像造的。
出20: 4 也不可作甚麼~像、彷彿上天
24:17 以色列人眼前、~狀如烈火。
25:33 ~狀像杏花、有球、有花．那
25:33 ~狀像杏花、有球、有花．從
25:34 ~狀像杏花、有球、有花．
37:19 ~狀像杏花、有球、有花．那
37:19 ~狀像杏花、有球、有花．從
37:20 ~狀像杏花、有球、有花。
民 9:15 晨、雲彩在其上、~狀如火。
 9:16 彩遮蓋帳幕、夜間~狀如火。
12: 8 並且他必見我的~像．你們毀
申 4:12 聽見聲音、卻沒有看見~像。
 4:15 日、你們沒有看見甚麼~像。
 4:25 就雕刻偶像彷彿甚麼~像、敗
 5: 8 也不可作甚麼~像、彷彿上天

撒上19: 3 我看他情~怎樣、我必告訴你
28:14 他是怎樣的~狀．婦人說、有

王上 6:25 伯的尺寸、~像、都是一樣。
16:20 心利其餘的事和他背叛的情~

王下15:15 和他背叛的情~、都寫在以色
伯 4:16 我卻不能辨其~狀．有影像在
詩17:15 得見你的~像、〔見或作看〕
139:15 時、我的~體並不向你隱藏。
139:16 我未成~的體質、你的眼早已
傳 5:16 他來的情~怎樣、他去的情形
 5:16 他去的情~也怎樣．這也是一
歌 3: 6 ~狀如煙柱、以沒藥和乳香、
 5:15 他的~狀如利巴嫩、且佳美如
賽40:18 用甚麼~像與　神比較呢。
44:13 用鉋子鉋成~狀、用圓尺畫了
44:13 作成人~、好住在房屋中。
52:14 悴、他的~容比世人枯槁。）
53: 2 他無佳~美容、我們看見他的
結 1: 5 顯出四個活物的~像來、他們
 1: 5 他們的~狀是這樣、有人的形
 1: 5 的形狀是這樣、有人的~像。
 1:10 至於臉的~像、前面各有人的

 1:13 至於四活物的~像、就如燒著
 1:13 就如燒著火炭的~狀、又如火
 1:13 又如火把的~狀．火在四活物
 1:16 輪的~狀和顏色、〔原文作作
 1:16 ~狀和作法、好像輪中套輪。
 1:22 有穹蒼的~像、看著像可畏的
 1:26 有寶座的~像、彷彿藍寶石．
 1:26 在寶座~像以上、有彷彿人的
 1:26 形像以上、有彷彿人的~狀。
 1:27 周圍都有火的~狀、又見從他
 1:27 有彷彿火的~狀、周圍也有光
 1:28 雲中虹的~狀怎樣、周圍光輝
 1:28 周圍光輝的~狀也是怎樣．這
 1:28 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像．我
 8: 2 見有~像彷彿火的形狀、從他
 8: 2 見有形像彷彿火的~狀、從他
 8: 2 從他腰以下的~狀有火、從他
 8: 2 從他腰以上有光輝的~狀、彷
 8: 4 ~狀與我在平原所見的一樣。
10: 1 顯出藍寶石的~狀、彷彿寶座
10: 1 石的形狀、彷彿寶座的~像。
10: 9 原文作~狀〕彷彿水蒼玉。
10:10 至於四輪的~狀、都是一個樣
10:22 並身體的~像、是我從前在迦
16: 7 兩乳成~、頭髮長成、你卻仍
23:15 都是軍長的~狀、仿照巴比倫
23:15 仿照巴比倫人的~像．他們的
40: 3 原文作~狀〕如銅、手拿麻繩
41:21 前面、~狀和殿的形狀一樣。
41:21 前面、形狀和殿的~狀一樣。
43:11 和一切~狀、典章、禮儀、法
但 2:31 站在你面前、~狀甚是可怕．
 7: 3 從海中上來、~狀各有不同、
 7:20 ~狀強橫、過於他的同類。
 8:15 忽有一位~狀像人的、站在我
10:18 有一位~狀像人的、又摸我使
珥 2: 4 牠們的~狀如馬、奔跑如馬兵
鴻 2: 4 ~狀如火把、飛跑如閃電。
亞 5: 6 說、這是惡人在遍地的~狀．
太17: 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像．臉面
可 9: 2 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像．
16:12 耶穌變了~像向他們顯現、

路 3:22 ~狀彷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
約 5:37 聲音、也沒有看見他的~像。
徒14:11 有　神藉著人~、降臨在我們
羅 6: 5 們若在他死的~狀上與他聯合
 6: 5 要在他復活的~狀上與他聯合
 8: 3 成為罪身的~狀、作了贖罪祭

林前11: 7 因為他是　神的~像和榮耀、
15:37 不是那將來的~體、不過是子
15:38 給他一個~體、並叫各等子粒
15:38 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體。
15:40 有天上的~體、也有地上的形
15:40 也有地上的~體．但天上形體
15:40 但天上~體的榮光是一樣、地
15:40 地上~體的榮光又是一樣。
15:49 我們既有屬土的~狀、將來也
15:49 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狀。

林後 3:18 就變成主的~狀、榮上加榮、
加 4:19 直等到基督成~在你們心裏．
弗 4:24 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像造的
腓 2: 6 他本有　神的~像、不以自己
 2: 7 取了奴僕的~像、成為人的樣
 3:21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狀
西 2: 9 都有~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2:17 事的影兒．那~體卻是基督。
 3:10 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像．
來 8: 5 本是天上事的~狀和影像、正
雅 3: 9 咒詛那照著　神~像被造的人
彼後 3:10 有~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

 3:12 有~質的都要被烈火熔化。
啟 9: 7 蝗蟲的~狀、好像預備出戰的
13: 2 ~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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