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 聖經(148次)

新約(29次)
福音書(2)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7)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7)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職 zhí

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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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62)
歷史書(46)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5) 歷代志下(15)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1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3) 出埃及記(28) 利未記(10) 民數記(20) 申命記(1)
舊約(119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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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9)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0)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40:13 叫你官復原~、你仍要遞杯在
40:21 使酒政官復原~、他仍舊遞杯
41:13 我官復原~、膳長被挂起來了
出28: 1 就近你、給我供祭司的~分。
28: 3 聖、可以給我供祭司的~分。
28: 4 服、可以給我供祭司的~分。
28:35 亞倫供~的時候、要穿這袍子
28:41 為聖、好給我供祭司的~分。
28:43 在聖所供~的時候必穿上、免
29: 1 給我供祭司的~分、要如此行
29: 9 得了祭司的~任．又要將亞倫
29:22 這是承接聖~所獻的羊）
29:26 取亞倫承接聖~所獻公羊的胸
29:27 就是承接聖~所搖的、所舉的
29:29 穿著受膏．又穿著承接聖~。
29:30 每逢進會幕在聖所供~的時候
29:31 你要將承接聖~所獻公羊的肉
29:33 好承接聖~、使他們成聖．只
29:34 那承接聖~所獻的肉、或餅、
29:35 和他兒子行承接聖~的禮七天
29:44 子成聖、給我供祭司的~分。
30:20 或是就近壇前供~、給耶和華
30:30 聖、可以給我供祭司的~分。
31:10 他兒子用以供祭司~分的聖衣
35:19 在聖所用以供祭司~分的聖衣
39: 1 在聖所用以供~、又為亞倫作
39:26 用以供~．是照耶和華所吩咐
39:41 在聖所用以供祭司~分的聖衣
40:13 聖、可以給我供祭司的~分。
40:15 使他們給我供祭司的~分．他
40:15 膏的、就永遠當祭司的~任。
利 7:35 來給耶和華供祭司~分的日子
 7:37 祭的條例、並承接聖~的禮．
 8:22 就是承接聖~之禮的羊、亞倫
 8:28 都是為承接聖~獻給耶和華馨
 8:29 是承接聖~之禮、歸摩西的分
 8:31 又吃承接聖~筐子裏的餅、按
 8:33 等到你們承接聖~的日子滿了
 8:33 因為主叫你們七天承接聖~。
16:32 膏接續他父親承接聖~的祭司
21:10 又承接聖~、穿了聖衣的、不
民 3: 3 叫他們承接聖~供祭司職分的

 3: 3 叫他們承接聖職供祭司~分的
 3: 4 的父親亞倫面前供祭司的~分
 3:10 謹守自己祭司的~任．近前來
 3:36 米拉利子孫的~分、是看守帳
 4: 3 凡前來任~在會幕裏辦事的、
 4:23 凡前來任~在會幕裏辦事的、
 4:30 凡前來任~在會幕裏辦事的、
 4:35 凡前來任~在會幕裏辦事的、
 4:39 凡前來任~在會幕裏辦事的、
 4:43 凡前來任~在會幕裏辦事的、
 4:47 凡前來任~在會幕裏作抬物之
 8:24 他們要前來任~、辦會幕的事
16:10 你們還要求祭司的~任麼。
18: 1 一同擔當干犯祭司~任的罪孽
18: 2 要一同在法櫃的帳幕前供~。
18: 7 一同守祭司的~任、你們要這
18: 7 你們要這樣供~、我將祭司的
18: 7 我將祭司的~任給你們當作賞
25:13 作為永遠當祭司~任的約、因
申10: 6 亞撒、接續他供祭司的~分。
書18: 7 耶和華祭司的~任就是他們的
士 5: 7 以色列中的官長停~、直到我
撒上 2:36 求你賜我祭司的~分、好叫我
王上 8:11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因為
代上 6:10 建造的殿中、供祭司的~分）

 6:32 的殿、他們便按著班次供~。
 6:33 供~的人、和他們的子孫記在
 6:39 亞薩在希幔右邊供~．比利家
 6:44 在他們左邊供~的、有以探、
 9:22 見撒母耳所派當這緊要~任的
 9:26 各有緊要的~任、看守　神殿
 9:31 他緊要的~任是管理盤中烤的
 9:33 晝夜供~、不作別樣的工。
16:37 耶和華、一日盡一日的~分．
23:28 他們的~任、是服事亞倫的子
24: 2 亞撒、以他瑪供祭司的~分。
25: 1 他們供~的人數、記在下面．
26:12 同在耶和華殿裏、按班供~。
26:23 伯倫族、烏泄族、也有~分．

代下 5:11 都已自潔、並不分班供~．
 5:14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因為
 7: 6 各供其~．利未人也拿著耶和

 8:14 又使利未人各盡其~、讚美耶
11:14 許他們供祭司~分事奉耶和華
13:10 後裔、並有利未人各盡其~。
23: 6 和供~的利未人之外、不准別
26:18 是亞倫子孫承接聖~祭司的事
31: 2 各按各~獻燔祭和平安祭．又
31:15 在祭司的各城裏供緊要的~任
31:16 按班次供~的、也分給他。
31:17 按班次~任分給二十歲以外的
31:18 因他們身供要~、自潔成聖。
35: 2 王分派祭司各盡其~、又勉勵
35:15 不用離開他們的~事、因為他
拉 2:62 為不潔、不准供祭司的~任．
尼 7:64 為不潔、不准供祭司的~任。
10:36 交給我們　神殿裏供~的祭司
10:39 就是供~的祭司、守門的、歌
11:12 還有他們的弟兄在殿裏供~的
12:26 士以斯拉的時候、有~任的。
12:44 因祭司和利未人供~、就歡樂
13:10 甚至供~的利未人、與歌唱的
13:11 聚利未人、使他們照舊供~。
13:13 他們的~分是將所供給的分給
13:29 因為他們玷污了祭司的~任、
13:30 人的班次、使他們各盡其~．
詩109: 8 日短少．願別人得他的~分。
賽22:19 我必趕逐你離開官~．你必從
耶17:16 那跟從你作牧人的~分、我並
結42:14 要在聖屋放下他們供~的衣服
44:11 在殿中供~．必為民宰殺燔祭
44:13 給我供祭司的~分、也不可挨
44:17 在內院門和殿內供~的時候、
44:19 當脫下供~的衣服、放在聖屋
45: 4 要歸與供聖所~事的祭司、就
45: 5 要歸與在殿中供~的利未人、
亞 6:13 祭司、使兩~之間籌定和平。
路 1: 8 在　神面前供祭司的~分、
 1:23 他供~的日子已滿、就回家去
徒 1:17 並且在使徒的~任上得了一分
 1:20 說、『願別人得他的~分。』
20:24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事
羅 1: 5 並使徒的~分、在萬國之中叫
11:13 所以敬重我的~分．〔敬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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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2: 5 ~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林後 3: 7 那用字刻在石頭上屬死的~事

 3: 8 何況那屬靈的~事、豈不更有
 3: 9 若是定罪的~事有榮光、那稱
 3: 9 那稱義的~事、榮光就越發大
 4: 1 憫、受了這~分、就不喪膽．
 5:18 勸人與他和好的~分賜給我們
 6: 3 妨礙、免得這~分被人毀謗．
弗 3: 2 將關切你們的~分託付我、
 4:12 各盡其~、建立基督的身體．
 4:16 百節各按各~、照著各體的功
西 1:25 我照　神為你們所賜我的~分
 4:17 謹慎、盡你從主所受的~分。

提前 3: 1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分、就是
提後 4: 5 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分。
來 7: 5 那得祭司~任的利未子孫、領
 7:11 在利未人祭司~任以下受律法
 7:11 倘若藉這~任能得完全、又何
 7:12 祭司的~任既已更改、律法也
 7:24 他祭司的~任、就長久不更換
 8: 6 如今耶穌所得的~任是更美的
13:10 些在帳幕中供~的人不可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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