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塊 聖經(90次)

新約(26次)
福音書(17)
歷史書(3)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9)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3)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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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 yī kuài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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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歷史書(20)

預言書(2)

約書亞記(3)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17) 利未記(3)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64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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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3)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0)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1) 詩篇(0)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2)

創23: 4 求你們在這裏給我~地、我好
23:15 值四百舍客勒銀子的~田、在
28:11 便拾起那地方的~石頭、枕在
31:45 雅各就拿~石頭立作柱子。
出 4:25 西坡拉就拿~火石割下他兒子
25:19 二基路伯要接連~、在施恩座
25:31 球、花、都要接連~錘出來。
25:35 與枝子接連~．燈臺出的六個
25:36 球和枝子要接連~、都是一塊
25:36 一塊、都是~精金錘出來的。
27: 2 與壇接連~、用銅把壇包裹。
28: 8 與以弗得接連~．要用金線和
30: 2 壇的四角、要與壇接連~。
37: 8 二基路伯接連~、在施恩座的
37:17 花、都是接連~錘出來的。
37:21 與枝子接連~．燈臺杈出的六
37:22 球和枝子是接連~、都是一塊
37:22 一塊、都是~精金錘出來的。
37:25 肘．壇的四角、與壇接連~。
38: 2 與壇接連~、用銅把壇包裹。
39: 5 與以弗得接連~、是用金線和
利 9:13 又把燔祭~一塊的、連頭遞給
 9:13 又把燔祭一塊~的、連頭遞給
27:22 他若將所買的~地、不是承受
書 4: 5 目、每人取~石頭扛在肩上。
15:18 勸丈夫向他父親求~田、押撒
24:26 又將~大石頭、立在橡樹下耶
士 1:14 勸丈夫向他父親求~田．押撒
 9: 5 都殺在~磐石上．只剩下耶路
 9:18 將他眾子七十人殺在~磐石上
 9:53 有一個婦人把~上磨石拋在亞
15:15 他見~未乾的驢腮骨、就伸手

撒上 6:14 在那裏有~大磐石、他們把車
 7:12 撒母耳將~石頭、立在米斯巴
17:49 大衛用手從囊中掏出~石子來
30:12 又給他~無花果餅、兩個葡萄

撒下 6:19 ~肉、一個葡萄餅．眾人就各
11:21 從城上拋下~上磨石來、打在
14:30 約押有~田、與我的田相近、
17:13 甚至連~小石頭、都不剩下。
23:11 在~長滿紅豆的田裏．眾民就

王下20: 7 當取~無花果餅來．人就取了

代上11:13 那裏有~長滿大麥的田、眾民
16: 3 一個餅、~肉、一個葡萄餅。
伯42:11 每人也送他~銀子、和一個金
箴 6:26 因為妓女能使人只剩~餅、淫
28:21 人因~餅枉法、也為不好。
歌 4: 3 太陽、在帕子內如同~石榴。
 6: 7 的兩太陽在帕子內如同~石榴
賽28:16 我在錫安放~石頭、作為根基
38:21 當取~無花果餅來、貼在瘡上
45: 9 他不過是地上瓦片中的~瓦片
耶26:18 錫安必被耕種像~田、耶路撒
51:63 就把~石頭拴在書上、扔在伯
哀 3:53 絕、並將~石頭拋在我身上。
結 4: 1 你要拿~磚、擺在你面前、將
46:19 朝北的、見後頭西邊有~地。
但 2:34 見有~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2:45 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
彌 3:12 錫安必被耕種像~田、耶路撒
該 2:15 沒有~石頭壘在石頭上的光景
亞 3: 9 在~石頭上有七眼。萬軍之耶
 4: 7 他必搬出~石頭．安在殿頂上
12: 3 當作~重石頭．凡舉起的、必
太17:27 必得~錢、可以拿去給他們、
24: 2 沒有~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
27: 7 就用那銀錢買了窯戶的~田、
27:10 買了窯戶的~田．這是照著主
可13: 2 來在這裏沒有~石頭留在石頭
14:51 赤身披著~麻布、跟隨耶穌、
15:46 又滾過~石頭來擋住墓門。
路 1:63 他要了~寫字的板、就寫上說
 5:36 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來、補
 6:17 站在~平地上．同站的有許多
14:18 我買了~地、必須去看看．請
15: 8 若失落~、豈不點上燈、打掃
19:44 連~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
21: 6 在這裏沒有~石頭留在石頭上
22:41 約有扔~石頭那麼遠、跪下禱
24:42 有古卷在此有和~蜜房〕
約11:38 墳墓是個洞、有~石頭擋著。
徒 1:18 買了~田、以後身子仆倒、肚
10:11 好像~大布．繫著四角、縋在
11: 5 好像~大布、繫著四角、從天

羅 9:21 從一團泥裏拿~作成貴重的器
 9:21 又拿~作成卑賤的器皿麼。
 9:33 我在錫安放~絆腳的石頭、跌
來 6: 7 就如~田地、吃過屢次下的雨
啟 2:17 並賜他~白石、石上寫著新名
18: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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