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 聖經(112次)

新約(29次)
福音書(16)
歷史書(13)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7)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13)
羅馬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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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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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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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歷史書(4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2)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4) 歷
代志上(4)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12)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6) 出埃及記(2) 利未記(3) 民數記(11) 申命記(5)
舊約(83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1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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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2) 約伯記(1)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4:14 生養的精練壯~三百一十八人
34:15 若你們所有的男~都受割禮、
34:22 就是我們中間所有的男~、都
34:24 於是凡從城門出入的男~、都
34:25 到城中、把一切男~都殺了。
34:30 我的人~既然稀少、他們必聚
出23:17 一切的男~、要一年三次朝見
34:23 你們一切男~、要一年三次朝
利 6:18 亞倫子孫中的男~、都要吃這
 6:29 凡祭司中的男~、都可以吃．
 7: 6 祭司中的男~、都可以吃這祭
民 1: 2 人名的數目計算所有的男~。
 1:20 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男~、共
 1:22 凡能出去打仗被數的男~、共
 3:47 你要按人~、照聖所的平、每
16:32 並一切屬可拉的人~、財物、
18:10 凡男~都可以吃、你當以此物
26:62 凡一個月以外被數的男~、共
31: 7 甸人打仗、殺了所有的男~。
31:21 對打仗回來的兵~說、耶和華
31:32 除了兵~所奪的財物以外、所
31:53 各兵~都為自己奪了財物。
申 2:14 等那世代的兵~、都從營中滅
 2:16 兵~從民中都滅盡死亡以後、
16:16 你一切的男~、要在除酵節、
20:13 你就要用刀殺盡這城的男~。
29:10 以色列的男~、你們的妻子、
書 5: 4 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出了
 5: 6 就是出埃及的兵~、都消滅了
 6: 3 你們的一切兵~要圍繞這城、
 7:14 要按著人~、一個一個地近前
 7:17 按著家室人~、一個一個地近
 7:18 按著人~、一個一個地近前來
 8: 1 你起來率領一切兵~、上艾城
 8: 3 和一切兵~、都起來、要上艾
 8:11 民就是他所帶領的兵~都上去
10: 7 和他一切兵~、並大能的勇士
11: 7 於是約書亞率領一切兵~、在
17: 2 是約瑟兒子瑪拿西子孫的男~

撒上25:22 凡屬拿八的男~、我若留一個
25:34 凡屬拿八的男~、必定不留一

王上11:15 的人、將以東的男~都殺了．

11:16 直到將以東的男~盡都剪除．
14:10 將屬耶羅波安的男~、無論困
16:11 朋友、也沒有留下一個男~。
21:21 凡屬你的男~、無論困住的、

王下 8:12 用刀殺死他們的壯~、摔死他
 9: 8 凡屬亞哈的男~、無論是困住
25: 4 一切兵~就在夜間、從靠近王
25:19 從城中拿住一個管理兵~的官

代上 4:27 們各家不如猶大族的人~增多
16:19 當時你們人~有限、數目稀少
23: 3 他們男~的數目、共有三萬八
23:24 照著男~的數目、從二十歲以

代下31:16 按家譜三歲以外的男~、凡每
31:19 住在各城郊野祭司所有的男~
36:17 們聖殿裏用刀殺了他們的壯~
拉 8: 3 家譜計算、男~一百五十人。
 8: 4 利約乃．同著他有男~二百。
 8: 5 的兒子．同著他有男~三百。
 8: 6 子以別．同著他有男~五十。
 8: 7 耶篩亞．同著他有男~七十。
 8: 8 巴第雅．同著他有男~八十。
 8: 9 同著他有男~二百一十八。
 8:10 子．同著他有男~一百六十。
 8:11 利亞．同著他有男~二十八。
 8:12 難．同著他有男~一百一十。
 8:13 瑪雅．同著他們有男~六十。
 8:14 撒布．同著他們有男~七十。
伯39:25 軍長大發雷聲、和兵~吶喊。
詩105:12 當時他們人~有限、數目稀少
賽 3:25 你的男~、必倒在刀下、你的
耶38: 4 城裏剩下的兵~和眾民說這樣
39: 4 王西底家和一切兵~看見他們
41: 3 人、和所遇見的迦勒底兵~。
41:16 兵~、婦女、孩童、太監、擄
49:26 一切兵~必默默無聲．這是萬
50:30 一切兵~必默默無聲．這是耶
51:22 年人．用你打碎壯~和處女．
51:32 塘被火燒了、兵~也驚慌了。
52: 7 一切兵~、就在夜間從靠近王
52:25 從城中拿住一個管理兵~的官
哀 2:21 我的處女和壯~、都倒在刀下
太17:24 有收~稅的人來見彼得說、你

17:24 你們的先生不納~稅麼。〔丁
17:24 丁稅麼。〔~稅約有半塊錢〕
17:25 向誰徵收關稅~稅．是向自己
27:34 兵~拿苦膽調和的酒、給耶穌
28:12 議、就拿許多銀錢給兵~說、
28:15 兵~受了銀錢、就照所囑咐他
可15:16 兵~把耶穌帶進衙門院裏．叫
路 3:14 又有兵~問他說、我們當作甚
23:11 希律和他的兵~就藐視耶穌、
23:34 得。兵~就拈鬮分他的衣服。
23:36 兵~也戲弄他、上前拿醋送給
約19: 2 兵~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
19:23 兵~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19:24 拈鬮。』兵~果然作了這事。
19:32 於是兵~來、把頭一個人的腿
徒 4: 4 信的、男~數目、約到五千。
12: 4 交付四班兵~看守、每班四個
12: 6 睡在兩個兵~當中．看守的人
12:18 兵~擾亂得很、不知道彼得往
21:32 千夫長立時帶著兵~、和幾個
21:32 他們見了千夫長和兵~、就止
21:35 猛、兵~只得將保羅抬起來。
23:10 就吩咐兵~下去、把他從眾人
23:27 人、就帶兵~下去救他出來。
23:31 於是兵~照所吩咐他們的、將
27:31 保羅對百夫長和兵~說、這些
27:32 於是兵~砍斷小船的繩子、由
27:42 兵~的意思、要把囚犯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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