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筵 聖經(85次)

新約(35次)
福音書(3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7)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12) 約翰福音(6)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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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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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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6)
歷史書(27)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7)

創世紀(6)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50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0)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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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2) 詩篇(3) 箴言(3) 傳道書(1) 雅歌(2)

創19: 3 羅得為他們預備~席、烤無酵
21: 8 亞伯拉罕設擺豐盛的~席。
26:30 以撒就為他們設擺~席、他們
29:22 拉班就擺設~席、請齊了那地
40:20 他為眾臣僕設擺~席、把酒政
43:16 預備~席、因為晌午這些人同
士 9:27 設擺~宴、進他們神的廟中吃
14:10 參孫在那裏設擺~宴、因為向
14:12 你們在七日~宴之內、若能猜
14:17 七日~宴之內、他在丈夫面前

撒上25:36 見他在家裏設擺~席、如同王
25:36 如同王的~席．拿八快樂大醉

撒下 3:20 珥和他帶來的人、設擺~席。
王上 1:41 多尼雅和所請的眾客~宴方畢

 3:15 祭、又為他眾臣僕設擺~席。
代下30:22 於是眾人吃節~七日、又獻平
斯 1: 3 為他一切首領臣僕設擺~席．
 1: 5 在御園的院子裏設擺~席七日
 1: 9 的宮內、也為婦女設擺~席。
 2:18 故給眾首領和臣僕設擺大~席
 5: 4 著哈曼今日赴我所預備的~席
 5: 5 著哈曼赴以斯帖所預備的~席
 5: 6 在酒席~前、王又問以斯帖說
 5: 8 著哈曼再赴我所要預備的~席
 5:12 王后以斯帖預備~席、除了我
 6:14 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預備的~席
 7: 1 著哈曼來赴王后以斯帖的~席
 7: 2 這第二次在酒席~前、王又問
 8:17 設擺~宴、以那日為吉日。那
 9:17 以這日為設~歡樂的日子．
 9:18 以這日為設~歡樂的日子．
 9:19 達月十四日為設~歡樂的吉日
 9:22 在這兩日設~歡樂、彼此餽送
伯 1: 4 各在自己家裏設擺~宴、就打
 1: 5 ~宴的日子過了、約伯打發人
詩23: 5 你為我擺設~席．你用油膏了
69:22 願他們的~席、在他們面前變
78:19 　神在曠野豈能擺設~席麼。
箴 9: 2 牲畜、調和旨酒、設擺~席．
15:15 苦．心中歡暢的、常享豐~。
17: 1 設~滿屋、大家相爭、不如有
傳10:19 設擺~席、是為喜笑．酒能使

歌 2: 4 他帶我入~宴所、以愛為旗在
 3:11 就是在他婚~的日子、心中喜
賽 5:12 他們在~席上彈琴、鼓瑟、擊
21: 5 他們擺設~席、派人守望、又
25: 6 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席、用
25: 6 並澄清的陳酒、設擺~席。
65:11 給時運擺~席、〔原文作桌子
但 5: 1 設擺盛~、與這一千人對面飲
太22: 2 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席。
22: 4 我的~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
22: 8 喜~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
22:10 聚了來．~席上就坐滿了客。
23: 6 喜愛~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
26:17 你吃逾越節的~席、要我們在
26:19 咐的就去預備了逾越節的~席
可 6:21 希律擺設~席、請了大臣和千
12:39 愛會堂裏的高位~席上的首座
14:12 你吃逾越節的~席、要我們往
14:14 門徒好在那裏吃逾越節的~席
14:16 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席。
路 5:29 為耶穌大擺~席．有許多稅吏
12:36 從婚姻的~席上回來．他來到
14: 8 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席、不
14:13 你擺設~席、倒要請那貧窮的
14:16 有一人擺設大~席、請了許多
14:24 人、沒有一個得嘗我的~席。
20:46 堂裏的高位、~席上的首座．
22: 8 們去為我們預備逾越節的~席
22:11 門徒好在那裏吃逾越節的~席
22:13 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席。
22:15 和你們吃這逾越節的~席。
22:16 我不再吃這~席、直到成就在
約 2: 1 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席
 2: 8 送給管~席的．他們就送了去
 2: 9 管~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
 2: 9 知道．管~席的便叫新郎來、
12: 2 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席．
18:28 污穢、不能吃逾越節的~席。
羅11: 9 願他們的~席變為網羅、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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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19: 9 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的有福了

19:17 你們聚集來赴　神的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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