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块 圣经(90次)

新约(26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3)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9)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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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 yī kuài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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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历史书(20)

预言书(2)

约书亚记(3)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17) 利未记(3)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64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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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0)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1) 诗篇(0)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2)

创23: 4 求你们在这里给我~地、我好
23:15 值四百舍客勒银子的~田、在
28:11 便拾起那地方的~石头、枕在
31:45 雅各就拿~石头立作柱子。
出 4:25 西坡拉就拿~火石割下他儿子
25:19 二基路伯要接连~、在施恩座
25:31 球、花、都要接连~锤出来。
25:35 与枝子接连~．灯台出的六个
25:36 球和枝子要接连~、都是一块
25:36 一块、都是~精金锤出来的。
27: 2 与坛接连~、用铜把坛包裹。
28: 8 与以弗得接连~．要用金线和
30: 2 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
37: 8 二基路伯接连~、在施恩座的
37:17 花、都是接连~锤出来的。
37:21 与枝子接连~．灯台杈出的六
37:22 球和枝子是接连~、都是一块
37:22 一块、都是~精金锤出来的。
37:25 肘．坛的四角、与坛接连~。
38: 2 与坛接连~、用铜把坛包裹。
39: 5 与以弗得接连~、是用金线和
利 9:13 又把燔祭~一块的、连头递给
 9:13 又把燔祭一块~的、连头递给
27:22 他若将所买的~地、不是承受
书 4: 5 目、每人取~石头扛在肩上。
15:18 劝丈夫向他父亲求~田、押撒
24:26 又将~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
士 1:14 劝丈夫向他父亲求~田．押撒
 9: 5 都杀在~磐石上．只剩下耶路
 9:18 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磐石上
 9:53 有一个妇人把~上磨石抛在亚
15:15 他见~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

撒上 6:14 在那里有~大磐石、他们把车
 7:12 撒母耳将~石头、立在米斯巴
17:49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石子来
30:12 又给他~无花果饼、两个葡萄

撒下 6:19 ~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
11:21 从城上抛下~上磨石来、打在
14:30 约押有~田、与我的田相近、
17:13 甚至连~小石头、都不剩下。
23:11 在~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

王下20: 7 当取~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

代上11:13 那里有~长满大麦的田、众民
16: 3 一个饼、~肉、一个葡萄饼。
伯42:11 每人也送他~银子、和一个金
箴 6:26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饼、淫
28:21 人因~饼枉法、也为不好。
歌 4: 3 太阳、在帕子内如同~石榴。
 6: 7 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石榴
赛28:16 我在锡安放~石头、作为根基
38:21 当取~无花果饼来、贴在疮上
45: 9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瓦片
耶26:18 锡安必被耕种像~田、耶路撒
51:63 就把~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
哀 3:53 绝、并将~石头抛在我身上。
结 4: 1 你要拿~砖、摆在你面前、将
46:19 朝北的、见后头西边有~地。
但 2:34 见有~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2:45 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弥 3:12 锡安必被耕种像~田、耶路撒
该 2:15 没有~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亚 3: 9 在~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
 4: 7 他必搬出~石头．安在殿顶上
12: 3 当作~重石头．凡举起的、必
太17:27 必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
24: 2 没有~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
27: 7 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田、
27:10 买了窑户的~田．这是照着主
可13: 2 来在这里没有~石头留在石头
14:51 赤身披着~麻布、跟随耶稣、
15:46 又滚过~石头来挡住墓门。
路 1:63 他要了~写字的板、就写上说
 5:36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补
 6:17 站在~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
14:18 我买了~地、必须去看看．请
15: 8 若失落~、岂不点上灯、打扫
19:44 连~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
21: 6 在这里没有~石头留在石头上
22:41 约有扔~石头那么远、跪下祷
24:42 有古卷在此有和~蜜房〕
约11:38 坟墓是个洞、有~石头挡着。
徒 1:18 买了~田、以后身子仆倒、肚
10:11 好像~大布．系着四角、缒在
11: 5 好像~大布、系着四角、从天

罗 9:21 从一团泥里拿~作成贵重的器
 9:21 又拿~作成卑贱的器皿么。
 9:33 我在锡安放~绊脚的石头、跌
来 6: 7 就如~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
启 2:17 并赐他~白石、石上写着新名
18: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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