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 圣经(86次)

新约(26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0)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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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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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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9)
历史书(37)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0)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9)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2) 历代志下(7)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60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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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1) 诗篇(2)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42: 7 却~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
42:25 吩咐人把粮食~满他们的器具
44: 1 把粮食~满这些人的口袋、尽
44: 2 一同~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
出29: 3 这饼要~在一个筐子里、连筐
29:23 从耶和华面前~无酵饼的筐子
申 6:11 ~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
 6:11 非你所~满的．有凿成的水井
23:24 葡萄、只是不可~在器皿中。
书 8:15 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败
撒上 6: 8 将所献赔罪的金物~在匣子里

 6:11 和~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
 6:15 和~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
17:54 却将他军~放在自己的帐棚里
19:13 头枕在山羊毛~的枕头上、用
19:16 头枕在山羊毛~的枕头上。
21:13 在他们手下假~疯癫、在城门
28: 8 于是扫罗改了~、穿上别的衣
31: 9 剥了他的军~、打发人到非利
31:10 又将扫罗的军~放在亚斯他录

撒下13: 5 你不如躺在床上~病．你父亲
13: 6 于是暗嫩躺卧~病．王来看他
14: 2 请你假~居丧的、穿上孝衣、
14: 2 要~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

王上 7:17 柱顶上有~修的网子、和拧成
10: 5 以及他们的衣服~饰、和酒政
10: 5 和酒政的衣服~饰、又见他上
10:22 ~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
14: 2 你可以起来改~、使人不知道
14: 5 来的时候、必~作别的妇人。
14: 6 你为何~作别的妇人呢．我奉
22:30 我要改~上阵．你可以仍穿王
22:30 王服．以色列王就改~上阵。

王下 2:20 你们拿一个新瓶来~盐给我、
 4:42 ~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
 5:23 二他连得银子~在两个口袋里
10: 7 将首级~在筐里、送到耶斯列

代上10: 9 就剥了他的军~、割下他的首
10:10 又将扫罗的军~放在他们神的

代下 3: 6 又用宝石~饰殿墙、使殿华美
 9: 4 以及他们的衣服~饰、酒政和
 9: 4 酒政和酒政的衣服~饰、又见

 9:21 他施船只三年一次~载金、银
18:29 我要改~上阵．你可以仍穿王
18:29 于是以色列王改~、他们就上
35:22 改~要与他打仗、不听从　神
伯 3:15 将银子~满了房屋的王子、一
诗34: 1 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疯、被
56: 8 求你把我眼泪~在你的皮袋里
箴 1:13 宝物、将所掳来的~满房屋．
13: 7 ~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
赛63: 1 ~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
63: 2 你的~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
耶 4:30 佩戴黄金~饰、用颜料修饰眼
结 4: 9 ~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
24: 4 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满。
27:24 ~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
但11:13 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来。
摩 2:13 如同~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
该 1: 6 的、将工钱~在破漏的囊中。
太 9:17 也没有人把新酒~在旧皮袋里
 9:17 惟独把新酒~在新皮袋里、两
14:20 拾起来、~满了十二个篮子。
15:37 下的零碎、~满了七个筐子。
23:27 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和
23:28 里面却~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可 2:22 也没有人把新酒~在旧皮袋里
 2:22 了．惟把新酒~在新皮袋里。
 6:43 拾起来、~满了十二个篮子。
 8:19 ~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
 8:20 ~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
路 5: 7 他们就来把鱼~满了两只船、
 5:37 也没有人把新酒~在旧皮袋里
 5:38 但新酒必须~在新皮袋里。
 9:17 收拾起来、~满了十二篮子。
20:20 打发奸细~作好人、要在他的
约 6:13 拾起来、~满了十二个篮子。
罗 1:29 ~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
林前12:24 自然用不着~饰．但　神配搭
林后11:13 诡诈、~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11:14 因为连撒但也~作光明的天使
11:15 若~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希
加 2:13 也都随着他~假．甚至连巴拿
 2:13 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

弗 6:11 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
 6:13 以要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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