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队 圣经(103次)

新约(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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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 jūn d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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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历史书(2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6)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4)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5) 利未记(0) 民数记(40) 申命记(0)
旧约(103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1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4)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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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1) 诗篇(0)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2)

出 6:26 人按着他们的~从埃及地领出
 7: 4 将我的~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
12:17 这日把你们的~从埃及地领出
12:41 耶和华的~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12:51 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
民 1: 3 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数点。
 1:52 要照他们的~、各归本营、各
 2: 3 照着~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纛．
 2: 4 他~被数的、共有七万四千六
 2: 6 他~被数的、共有五万四千四
 2: 8 他~被数的、共有五万七千四
 2: 9 凡属犹大营按着~被数的、共
 2:10 按着~是流便营的纛．有示丢
 2:11 他~被数的、共有四万六千五
 2:13 他~被数的、共有五万九千三
 2:15 他~被数的、共有四万五千六
 2:16 凡属流便营按着~被数的、共
 2:18 在西边按着~是以法莲营的纛
 2:19 他~被数的、共有四万零五百
 2:21 他~被数的、共有三万二千二
 2:23 他~被数的、共有三万五千四
 2:24 凡属以法莲营按着~被数的、
 2:25 在北边按着~是但营的纛．亚
 2:26 他~被数的、共有六万二千七
 2:28 他~被数的、共有四万一千五
 2:30 他~被数的、共有五万三千四
 2:32 按他们的~、在诸营中被数的
10:14 按着~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
10:14 统领~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
10:15 统领以萨迦支派~的、是苏押
10:16 领西布伦支派~的是希伦的儿
10:18 按着~往前行的是流便营的纛
10:18 统领~的、是示丢珥的儿子以
10:19 统领西缅支派~的、是苏利沙
10:20 统领迦得支派~的、是丢珥的
10:22 按着~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
10:22 统领~的、是亚米忽的儿子以
10:23 统领玛拿西支派~的、是比大
10:24 领便雅悯支派~的是基多尼的
10:25 按着~往前行、统领军队的、
10:25 统领~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
10:26 统领亚设支派~的是俄兰的儿

10:27 统领拿弗他利支派~的是、以
10:28 以色列人按着~往前行、就是
33: 1 以色列人按着~、在摩西、亚
书 5:14 我来是要作耶和华~的元帅。
 5:15 耶和华~的元帅对约书亚说、
士 4:16 ~、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设．西
 7:15 华已将米甸的~交在你们手中
 8:10 并跟随他们的~都在加各、约

撒上17: 8 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站立、
17:10 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骂阵．
17:26 竟敢向永生　神的~骂阵么。
17:36 非利士人向永生　神的~骂阵
17:45 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的　神
29: 2 各率~、或百、或千、挨次前

撒下 5:24 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
王下 3: 9 ~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

 7: 4 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他们
 7: 6 主使亚兰人的~听见车马的声
25: 5 迦勒底的~追赶王、在耶利哥

代上 7: 4 按着宗族出战的~、共有三万
11:15 非利士的~在利乏音谷安营。
14:15 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
14:16 攻打非利士人的~、从基遍直

代下16: 8 古实人路比人的~不是甚大么
伯29:25 我如君王在~中居住．又如吊
歌 6: 4 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
 6:10 威武如展开旌旗~的是谁呢。
赛13: 4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预
21: 7 他看见~、就是骑马的一对一
耶32: 2 时巴比伦王的~围困耶路撒冷
34: 7 巴比伦王的~正攻打耶路撒冷
34:21 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的手中
35:11 我们因怕迦勒底的~、和亚兰
35:11 和亚兰的~、就说、来吧、我
37: 5 法老的~已经从埃及出来．那
37: 7 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必
37:11 迦勒底的~、因怕法老的军队
37:11 因怕法老的~、拔营离开耶路
38: 3 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39: 5 迦勒底的~追赶他们、在耶利
46: 2 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
46: 2 这~安营在伯拉河边的迦基米

52: 8 迦勒底的~追赶西底家王、在
结 1:24 也像~哄嚷的声音、活物站住
12:14 和他所有的~、我必分散四方
17:17 法老虽领大~、和大群众、还
17:21 他的一切~、凡逃跑的、都必
26: 7 马兵~、和许多人民、从北方
27:11 亚发人和你的~都在你四围的
32:31 便为他被杀的~受安慰．这是
37:10 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
38: 6 和他的~、北方极处的陀迦玛
38: 6 和他的~．这许多国的民、都
38: 9 你和你的~、并同着你许多国
38:13 你聚集~要夺货为掠物么．要
38:22 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并他
39: 4 你和你的~、并同着你的列国
但11: 7 他必率领~进入北方王的保障
11:26 他的~、必被冲没、而且被杀
珥 2:20 却要使北方来的~远离你们、
 2:25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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