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 圣经(119次)

新约(2次)
福音书(2)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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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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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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历史书(4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4)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11)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5) 历代志下(12) 以斯拉记(4)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8) 出埃及记(19) 利未记(4) 民数记(23) 申命记(0)
旧约(117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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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0)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8:31 假若在那里见有~个怎么样呢
18:31 为这~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
31:38 我在你家这~年、你的母绵羊
31:41 我这~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
32:14 公山羊~只、母绵羊二百只、
32:14 母绵羊二百只、公绵羊~只、
32:15 十只、母驴~匹、驴驹十匹．
37:28 讲定~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
出26:18 帐幕的南面要作板~块。
26:19 在这~块板底下、要作四十个
26:20 就是北面、也要作板~块、
27:10 帷子的柱子要~根．带卯的铜
27:10 带卯的铜座~个．柱子上的钩
27:11 帷子的柱子~根、带卯的铜座
27:11 带卯的铜座~个．柱子上的钩
27:16 长~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
30:13 的礼物、一舍客勒是~季拉．
30:14 从~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
36:23 帐幕的南面、作板~块。
36:24 在这~块板底下、又作四十个
36:25 面、就是北面、也作板~块、
38:10 帷子的柱子~根、带卯的铜座
38:10 带卯的铜座~个．柱子上的钩
38:11 帷子的柱子~根、带卯的铜座
38:11 带卯的铜座~个、柱子上的钩
38:18 宽~肘、高五肘、与院子的帷
38:26 从~岁以外、有六十万零三千
利27: 3 你估定的从~岁到六十岁的男
27: 5 若是从五岁到~岁、男子你要
27: 5 男子你要估定~舍客勒、女子
27:25 所的平．~季拉为一舍客勒。
民 1: 3 从~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
 1:18 从~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
 1:20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22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24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26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28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0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2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4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6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8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40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42 从~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45 照着宗族从~岁以外、能出去
 3:47 客勒（一舍客勒是~季拉）、
10:11 第二年二月~日、云彩从法柜
11:19 两天、五天、十天、~天、
14:29 从~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
18:16 出来（一舍客勒是~季拉）．
26: 2 凡以色列中从~岁以外能出去
26: 4 将你们中间从~岁以外的计算
32:11 凡从埃及上来~岁以外的人、
士 4: 3 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年、以
11:33 攻取了~座城．这样亚扪人就
15:20 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年。
16:31 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年。

撒上 7: 2 过了~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
14:14 约有~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

撒下 3:20 押尼珥带着~个人、来到希伯
 9:10 巴有十五个儿子、~个仆人。
19:17 ~个仆人．他们都逿过约但河
24: 8 过了九个月零~天就回到耶路

王上 4:23 草场的牛~只、羊一百只、还
 5:11 清油~歌珥、作他家的食物．
 6: 2 六十肘、宽~肘、高三十肘。
 6: 3 殿前的廊子长~肘、与殿的宽
 6:16 长~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
 6:20 内殿长~肘、宽二十肘、高二
 6:20 宽~肘、高二十肘、墙面都贴
 6:20 高~肘、墙面都贴上精金．又
 9:10 宫、这两所、~年才完毕了．
 9:11 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座城
15: 9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亚撒

王下 4:42 带着初熟大麦作的饼~个、并
15:27 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年。
15:30 乌西雅的儿子约坦~年、以拉
16: 2 年~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

代上23:24 从~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
23:27 利未人从~岁以外的、都被数
24:16 是毗他希雅、第~是以西结、
25:27 第~是以利亚他．他和他儿子
27:23 以色列人~岁以内的、大卫没

代下 3: 3 宽~肘、都按着古时的尺寸。
 3: 4 殿前的廊子长~肘、与殿的宽
 3: 8 长~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宽
 3: 8 宽也是~肘．贴上精金、共用
 3:11 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肘．
 3:13 共长~肘、面向外殿而立。
 4: 1 长~肘、宽二十肘、高十肘。
 4: 1 长二十肘、宽~肘、高十肘。
 8: 1 华殿和王宫、~年才完毕了．
25: 5 从~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
28: 1 年~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
31:17 班次职任分给~岁以外的利未
拉 3: 8 从~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
 8:19 他的众子、和弟兄、共~人。
 8:27 金碗~个、重一千达利克、上
10: 9 那日正是九月~日、众人都坐
尼 1: 1 亚达薛西王~年、基斯流月、
 2: 1 亚达薛西王~年、尼散月、在
 5:14 就是从亚达薛西王~年、直到
结 4:10 每日~舍客勒、按时而吃。
40:14 七十经作~肘〕墙柱外是院子
40:49 廊子长~肘、宽十一肘．上廊
41: 2 他量殿长四十肘、宽~肘。
41: 4 长~肘．宽二十肘．他对我说
41: 4 宽~肘．他对我说、这是至圣
41:10 的房屋中间有空地、宽~肘。
42: 3 对着内院那~肘宽之空地、又
45: 5 利未人、作为~间房屋之业。
45:12 舍客勒是~季拉．二十舍客勒
45:12 ~舍客勒、二十五舍客勒、十
该 2:16 想得~斗、只得了十斗．有人
 2:16 想得五十桶、只得了~桶。
亚 5: 2 行的书卷、长~肘、宽十肘。
可 6:37 我们可以去买~两银子的饼、
约 6: 7 就是~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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