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筵 圣经(85次)

新约(35次)
福音书(3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12) 约翰福音(6)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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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筵 y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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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6)
历史书(27)

预言书(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4)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7)

创世纪(6)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50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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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2) 诗篇(3) 箴言(3) 传道书(1) 雅歌(2)

创19: 3 罗得为他们预备~席、烤无酵
21: 8 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席。
26:30 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席、他们
29:22 拉班就摆设~席、请齐了那地
40:20 他为众臣仆设摆~席、把酒政
43:16 预备~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
士 9:27 设摆~宴、进他们神的庙中吃
14:10 参孙在那里设摆~宴、因为向
14:12 你们在七日~宴之内、若能猜
14:17 七日~宴之内、他在丈夫面前

撒上25:36 见他在家里设摆~席、如同王
25:36 如同王的~席．拿八快乐大醉

撒下 3:20 珥和他带来的人、设摆~席。
王上 1:41 多尼雅和所请的众客~宴方毕

 3:15 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席。
代下30:22 于是众人吃节~七日、又献平
斯 1: 3 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席．
 1: 5 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席七日
 1: 9 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席。
 2:18 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席
 5: 4 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席
 5: 5 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席
 5: 6 在酒席~前、王又问以斯帖说
 5: 8 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席
 5:12 王后以斯帖预备~席、除了我
 6:14 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席
 7: 1 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席
 7: 2 这第二次在酒席~前、王又问
 8:17 设摆~宴、以那日为吉日。那
 9:17 以这日为设~欢乐的日子．
 9:18 以这日为设~欢乐的日子．
 9:19 达月十四日为设~欢乐的吉日
 9:22 在这两日设~欢乐、彼此馈送
伯 1: 4 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就打
 1: 5 ~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
诗23: 5 你为我摆设~席．你用油膏了
69:22 愿他们的~席、在他们面前变
78:19 　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席么。
箴 9: 2 牲畜、调和旨酒、设摆~席．
15:15 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
17: 1 设~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
传10:19 设摆~席、是为喜笑．酒能使

歌 2: 4 他带我入~宴所、以爱为旗在
 3:11 就是在他婚~的日子、心中喜
赛 5:12 他们在~席上弹琴、鼓瑟、击
21: 5 他们摆设~席、派人守望、又
25: 6 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席、用
25: 6 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席。
65:11 给时运摆~席、〔原文作桌子
但 5: 1 设摆盛~、与这一千人对面饮
太22: 2 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席。
22: 4 我的~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
22: 8 喜~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
22:10 聚了来．~席上就坐满了客。
23: 6 喜爱~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
26:17 你吃逾越节的~席、要我们在
26:19 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席
可 6:21 希律摆设~席、请了大臣和千
12:39 爱会堂里的高位~席上的首座
14:12 你吃逾越节的~席、要我们往
14:14 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席
14:16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席。
路 5:29 为耶稣大摆~席．有许多税吏
12:36 从婚姻的~席上回来．他来到
14: 8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席、不
14:13 你摆设~席、倒要请那贫穷的
14:16 有一人摆设大~席、请了许多
14:24 人、没有一个得尝我的~席。
20:46 堂里的高位、~席上的首座．
22: 8 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席
22:11 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席
22:13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席。
22:15 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席。
22:16 我不再吃这~席、直到成就在
约 2: 1 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席
 2: 8 送给管~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2: 9 管~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
 2: 9 知道．管~席的便叫新郎来、
12: 2 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席．
18:28 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席。
罗11: 9 愿他们的~席变为网罗、变为
林前10:21 不能吃主的~席、又吃鬼的筵

10:21 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席。
启19: 9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的有福了

19:17 你们聚集来赴　神的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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