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柱子 圣经(94次)

新约(1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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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 zhù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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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57)
历史书(15)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8) 出埃及记(45) 利未记(0) 民数记(4) 申命记(0)
旧约(93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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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7)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2) 诗篇(1)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28:18 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浇油在
28:22 我所立为~的石头、也必作
31:13 你在那里用油浇过~、向我许
31:45 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
31:51 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
31:52 这~也作证据、我必不过这石
31:52 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来害
35:14 根石柱、在~上奠酒、浇油．
出24: 4 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
26:32 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上
26:32 ~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
26:32 ~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
26:37 要用皂荚木为帘子作五根~、
26:37 ~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
26:37 又要为~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
27:10 帷子的~要二十根．带卯的铜
27:10 ~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
27:11 帷子的~二十根、带卯的铜座
27:11 ~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
27:12 帷子的~十根、带卯的座十个
27:14 帷子的~三根、带卯的座三个
27:15 帷子的~三根、带卯的座三个
27:16 成．~四根、带卯的座四个。
27:17 院子四围一切的~、都要用银
27:17 ~上的钩子要用银作．带卯的
35:11 子、板、闩、~、带卯的座、
35:17 和帷子的~、带卯的座、和院
36:36 为幔子作四根皂荚木~、用金
36:36 ~上有金钩．又为柱子铸了四
36:36 又为~铸了四个带卯的银座。
36:38 又为帘子作五根~、和柱子上
36:38 和~上的钩子、用金子把柱顶
36:38 和~上的杆子包裹．柱子有五
36:38 ~有五个带卯的座、是铜的。
38:10 帷子的~二十根、带卯的铜座
38:10 ~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
38:11 帷子的~二十根、带卯的铜座
38:11 ~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
38:12 帷子的~十根、带卯的座十个
38:12 ~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
38:14 帷子的~三根、带卯的座三个
38:14 帷子的~三根、带卯的座三个

38:17 ~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
38:17 ~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
38:17 院子一切的~、都是用银杆连
38:19 帷子的~四根、带卯的铜座四
38:19 ~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
38:27 和幔子~带卯的座、一百他连
38:28 作~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
38:28 包裹柱顶、并~上的杆子。
39:33 子、板、闩、~、带卯的座、
39:40 和~、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
40:18 立上板、穿上闩、立起~。
民 3:36 ~、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
 3:37 院子四围的~、带卯的座、橛
 4:31 的板、闩、~、和带卯的座、
 4:32 院子四围的~和其上带卯的座
士 9: 6 往示剑橡树旁的~那里、立亚
16:26 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我要
16:29 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

撒上 2: 8 地的~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
王上 7: 3 每行~十五根、共有四十五根

 7: 6 并建造有~的廊子、长五十肘
 7: 6 又有廊子、廊外有~和台阶。
 7:21 他将两根~立在殿廊前头、右
 7:22 这样、造~的工就完毕了。
 7:41 所造的就是两根~、和柱上两

王下25:17 这一根~高十八肘．柱上有铜
25:17 那一根~、照此一样、也有网

代下 3:15 在殿前造了两根~、高三十五
 3:17 将两根~立在殿前、一根在右
 4:12 所造的就是两根~、和柱上两
伯 9: 6 离其本位、地的~就摇撼。
26:11 天的~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
诗75: 3 我曾立了地的~．〔细拉〕
箴 9: 1 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
耶27:19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铜
52:21 这一根~高十八肘、厚四指、
52:22 那一根~照此一样、也有石榴
52:23 ~四面有九十六个石榴．在网
结26:11 你坚固的~〔或作柱像〕必倒
40:10 这边的~和那边的柱子、也是
40:10 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也是
40:21 门洞的~和廊子、与第一门的

40:24 的尺寸、量门洞的~和廊子。
40:29 和~、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
40:33 和~、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
40:34 门洞两旁的~、都有雕刻的棕
40:36 和~、并廊子．门洞周围、都
40:37 门洞两旁的~、都有雕刻的棕
40:49 又有~、这边一根、那边一根
42: 6 却无~、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
42: 6 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所以上
启 3:12 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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