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 聖經(119次)

新約(2次)
福音書(2)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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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歷史書(4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11) 列王記下(4) 歷
代志上(5) 歷代志下(12) 以斯拉記(4)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8) 出埃及記(19) 利未記(4) 民數記(23) 申命記(0)
舊約(117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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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1)
詩歌智慧書(0) 約伯記(0)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8:31 假若在那裏見有~個怎麼樣呢
18:31 為這~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
31:38 我在你家這~年、你的母綿羊
31:41 我這~年在你家裏、為你的兩
32:14 公山羊~隻、母綿羊二百隻、
32:14 母綿羊二百隻、公綿羊~隻、
32:15 十隻、母驢~匹、驢駒十匹．
37:28 講定~舍客勒銀子、把約瑟賣
出26:18 帳幕的南面要作板~塊。
26:19 在這~塊板底下、要作四十個
26:20 就是北面、也要作板~塊、
27:10 帷子的柱子要~根．帶卯的銅
27:10 帶卯的銅座~個．柱子上的鉤
27:11 帷子的柱子~根、帶卯的銅座
27:11 帶卯的銅座~個．柱子上的鉤
27:16 長~肘．要拿藍色紫色朱紅色
30:13 的禮物、一舍客勒是~季拉．
30:14 從~歲以外的、要將這禮物奉
36:23 帳幕的南面、作板~塊。
36:24 在這~塊板底下、又作四十個
36:25 面、就是北面、也作板~塊、
38:10 帷子的柱子~根、帶卯的銅座
38:10 帶卯的銅座~個．柱子上的鉤
38:11 帷子的柱子~根、帶卯的銅座
38:11 帶卯的銅座~個、柱子上的鉤
38:18 寬~肘、高五肘、與院子的帷
38:26 從~歲以外、有六十萬零三千
利27: 3 你估定的從~歲到六十歲的男
27: 5 若是從五歲到~歲、男子你要
27: 5 男子你要估定~舍客勒、女子
27:25 所的平．~季拉為一舍客勒。
民 1: 3 從~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
 1:18 從~歲以外的、都述說自己的
 1:20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22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24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26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28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0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2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4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6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38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40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42 從~歲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
 1:45 照著宗族從~歲以外、能出去
 3:47 客勒（一舍客勒是~季拉）、
10:11 第二年二月~日、雲彩從法櫃
11:19 兩天、五天、十天、~天、
14:29 從~歲以外向我發怨言的、
18:16 出來（一舍客勒是~季拉）．
26: 2 凡以色列中從~歲以外能出去
26: 4 將你們中間從~歲以外的計算
32:11 凡從埃及上來~歲以外的人、
士 4: 3 他大大欺壓以色列人~年、以
11:33 攻取了~座城．這樣亞捫人就
15:20 參孫作以色列的士師~年。
16:31 參孫作以色列的士師~年。

撒上 7: 2 過了~年、以色列全家都傾向
14:14 約有~人、都在一畝地的半犁

撒下 3:20 押尼珥帶著~個人、來到希伯
 9:10 巴有十五個兒子、~個僕人。
19:17 ~個僕人．他們都逿過約但河
24: 8 過了九個月零~天就回到耶路

王上 4:23 草場的牛~隻、羊一百隻、還
 5:11 清油~歌珥、作他家的食物．
 6: 2 六十肘、寬~肘、高三十肘。
 6: 3 殿前的廊子長~肘、與殿的寬
 6:16 長~肘、從地到棚頂、用香柏
 6:20 內殿長~肘、寬二十肘、高二
 6:20 寬~肘、高二十肘、牆面都貼
 6:20 高~肘、牆面都貼上精金．又
 9:10 宮、這兩所、~年才完畢了．
 9:11 羅門王就把加利利地的~座城
15: 9 以色列王耶羅波安~年、亞撒

王下 4:42 帶著初熟大麥作的餅~個、並
15:27 利亞登基、作以色列王~年。
15:30 烏西雅的兒子約坦~年、以拉
16: 2 年~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

代上23:24 從~歲以外、都辦耶和華殿的
23:27 利未人從~歲以外的、都被數
24:16 是毗他希雅、第~是以西結、
25:27 第~是以利亞他．他和他兒子
27:23 以色列人~歲以內的、大衛沒

代下 3: 3 寬~肘、都按著古時的尺寸。
 3: 4 殿前的廊子長~肘、與殿的寬
 3: 8 長~肘、與殿的寬窄一樣、寬
 3: 8 寬也是~肘．貼上精金、共用
 3:11 兩個基路伯的翅膀共長~肘．
 3:13 共長~肘、面向外殿而立。
 4: 1 長~肘、寬二十肘、高十肘。
 4: 1 長二十肘、寬~肘、高十肘。
 8: 1 華殿和王宮、~年才完畢了．
25: 5 從~歲以外、能拿槍拿盾牌、
28: 1 年~歲、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
31:17 班次職任分給~歲以外的利未
拉 3: 8 從~歲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
 8:19 他的眾子、和弟兄、共~人。
 8:27 金碗~個、重一千達利克、上
10: 9 那日正是九月~日、眾人都坐
尼 1: 1 亞達薛西王~年、基斯流月、
 2: 1 亞達薛西王~年、尼散月、在
 5:14 就是從亞達薛西王~年、直到
結 4:10 每日~舍客勒、按時而吃。
40:14 七十經作~肘〕牆柱外是院子
40:49 廊子長~肘、寬十一肘．上廊
41: 2 他量殿長四十肘、寬~肘。
41: 4 長~肘．寬二十肘．他對我說
41: 4 寬~肘．他對我說、這是至聖
41:10 的房屋中間有空地、寬~肘。
42: 3 對著內院那~肘寬之空地、又
45: 5 利未人、作為~間房屋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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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2:16 想得~斗、只得了十斗．有人
 2:16 想得五十桶、只得了~桶。
亞 5: 2 行的書卷、長~肘、寬十肘。
可 6:37 我們可以去買~兩銀子的餅、
約 6: 7 就是~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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