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有 聖經(130次)

新約(6次)
福音書(3)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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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70)
歷史書(46)

預言書(2)

約書亞記(3)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9)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5) 歷代志下(7)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6)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60) 申命記(2)
舊約(124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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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0) 詩篇(0) 箴言(5) 傳道書(0) 雅歌(0)

創35:22 聽見了。雅各~十二個兒子。
46:18 雅各所生的兒孫、~十六人。
46:22 雅各所生的兒孫、~十四人。
46:25 從雅各所生的兒孫、~七人。
46:26 凡從他所生的、~六十六人。
46:27 雅各家來到埃及的~七十人。
出 1: 5 ~七十人．約瑟已經在埃及。
12:40 色列人住在埃及~四百三十年
民 1:20 的男丁、~四萬六千五百名。
 1:22 的男丁、~五萬九千三百名。
 1:24 的、~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名。
 1:26 被數的、~七萬四千六百名。
 1:28 被數的、~五萬四千四百名。
 1:30 被數的、~五萬七千四百名。
 1:32 仗被數的、~四萬零五百名。
 1:34 被數的、~三萬二千二百名。
 1:36 被數的、~三萬五千四百名。
 1:38 被數的、~六萬二千七百名。
 1:40 被數的、~四萬一千五百名。
 1:42 被數的、~五萬三千四百名。
 1:45 ~六十萬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2: 4 被數的、~七萬四千六百名。
 2: 6 被數的、~五萬四千四百名。
 2: 8 被數的、~五萬七千四百名。
 2: 9 ~十八萬六千四百名．要作第
 2:11 被數的、~四萬六千五百名。
 2:13 被數的、~五萬九千三百名。
 2:15 的、~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名。
 2:16 ~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名．要
 2:19 隊被數的、~四萬零五百名。
 2:21 被數的、~三萬二千二百名。
 2:23 被數的、~三萬五千四百名。
 2:24 ~十萬零八千一百名．要作第
 2:26 被數的、~六萬二千七百名。
 2:28 被數的、~四萬一千五百名。
 2:30 被數的、~五萬三千四百名。
 2:31 ~十五萬七千六百名．要歸本
 2:32 ~六十萬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3:22 所有的男子、~七千五百名。
 3:28 看守聖所的、~八千六百名。
 3:34 個月以外的、~六千二百名。
 3:39 以外的男子、~二萬二千名。

 3:43 ~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三名。
 4:36 被數的~二千七百五十名。
 4:39 辦事的、~二千六百三十名。
 4:43 幕裏辦事的、~三千二百名。
 4:47 之工的、~八千五百八十名。
 7:85 所的平、~二千四百舍客勒。
 7:87 ~公牛十二隻、公羊十二隻、
 7:88 ~公牛二十四隻、公綿羊六十
16:49 疫死的、~一萬四千七百人。
17: 6 ~十二根．亞倫的杖也在其中
26: 7 的、~四萬三千七百三十名。
26:14 的各族、~二萬二千二百名。
26:18 間被數的、~四萬零五百名。
26:22 被數的、~七萬六千五百名。
26:25 被數的、~六萬四千三百名。
26:27 間被數的、~六萬零五百名。
26:34 被數的、~五萬二千七百名。
26:37 ~三萬二千五百名．按著家族
26:41 被數的、~四萬五千六百名。
26:43 的各族、~六萬四千四百名。
26:47 被數的、~五萬三千四百名。
26:50 被數的、~四萬五千四百名。
26:51 ~六十萬零一千七百三十名。
26:62 ~二萬三千．他們本來沒有數
31:52 ~一萬六千七百五十舍客勒。
35: 7 ~四十八座、連城帶郊野都要
申 2:14 ~三十八年、等那世代的兵丁
 3: 4 ~六十座、沒有一座城不被我
書 8:25 ~一萬二千、就是艾城所有的
21:19 ~十三座城、還有屬城的郊野
21:26 ~十座城、還有屬城的郊野。
士10: 8 列地的以色列人、~十八年。
20: 2 會中．拿刀的步兵~四十萬。
20:15 ~二萬六千．另外還有基比亞
20:17 刀的、~四十萬、都是戰士。
20:46 ~二萬五千人．都是拿刀的勇

撒上15: 4 ~步兵二十萬、另有猶大人一
撒下18: 7 那日陣亡的甚多、~二萬人。

21:20 ~二十四個指頭．他也是偉人
23:39 赫人烏利亞、~三十七人。

王上 5:13 中、挑取服苦的人、~三萬．
 6:24 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十肘。

 6:38 成。他建殿的工夫、~七年。
 7: 3 行柱子十五根、~四十五根。
 7:20 兩行石榴環繞、兩行~二百。
 7:24 ~兩行、是鑄海的時候鑄上的
10:14 金子、~六百六十六他連得。
20:15 ~二百三十二名．後又數點以
20:15 點以色列的眾兵、~七千名。

代上 2: 4 和謝拉．猶大~五個兒子。
 5:18 士、~四萬四千七百六十名。
 7: 2 他們的人數~二萬二千六百名
 7: 4 ~三萬六千人、因為他們的妻
 7: 5 著家譜計算、~八萬七千人。
 7: 7 他們的子孫~二萬二千零三十
 7: 9 他們的子孫~二萬零二百人。
 7:11 打仗的、~一萬七千二百人。
 7:40 的子孫能出戰的~二萬六千人
 9: 9 ~九百五十六名、這些人都是
 9:13 ~一千七百六十人、是善於作
 9:22 ~二百一十二名、他們在自己
20: 6 ~二十四個指頭．他也是偉人
23: 3 們男丁的數目、~三萬八千。
25: 7 於歌唱的、~二百八十八人。

代下 2:17 邦人．~十五萬三千六百名．
 4: 3 ~兩行．是鑄海的時候鑄上的
 9:13 金子、~六百六十六他連得．
25: 5 出去打仗的精兵、~三十萬。
26:12 大能勇士的總數~二千六百人
26:13 ~三十萬七千五百人、都有大
28: 8 連婦人帶兒女~二十萬．又掠
拉 1:11 ~五千四百件．被擄的人從巴
 2:64 會眾~四萬二千三百六十名。
尼 7:66 會眾~四萬二千三百六十名．
箴 6:16 樣、連他心所憎惡的~七樣．
30:15 知足的、連不說夠的~四樣．
30:18 樣、連我所不知道的~四樣．
30:21 三樣、連地擔不起的~四樣．
30:29 三樣、連行走威武的~四樣．
耶52:23 在網子周圍、~一百石榴。
52:30 百四十五名．~四千六百人。
結29:12 ~四十年．我必將埃及人分散
太 1:17 ~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
15:38 人、除了婦女孩子、~四千。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共有 gòng yǒu

http://www.abibletool.com


共有 gòng yǒu

可 6:44 吃餅的男人、~五千。
徒27:37 船上的、~二百七十六個人。
啟21:16 ~四千里．長寬高都是一樣。
21:17 使的尺寸、~一百四十四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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