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十 圣经(96次)

新约(6次)
福音书(6)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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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历史书(37)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25)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5) 出埃及记(19) 利未记(5) 民数记(10) 申命记(2)
旧约(90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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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迦利亚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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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三百肘、宽~肘、高三十肘。
18:24 假若那城里有~个义人、你还
18:24 不为城里这~个义人饶恕其中
18:26 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个义人
18:28 假若这~个义人短了五个、你
出18:21 ~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18:25 百夫长、~夫长、十夫长。
26: 5 在这相连的幔子上作~个钮扣
26: 5 那相连的幔子上也作~个钮扣
26: 6 又要作~个金钩、用钩使幔子
26:10 要作~个钮扣．在那相连的幔
26:10 子末幅边上、也作~个钮扣。
26:11 又要作~个铜钩、钩在钮扣中
27:12 宽~肘．帷子的柱子十根、带
27:13 院子的东面要宽~肘。
27:18 宽~肘、高五肘、帷子要用捻
36:12 作~个钮扣、在那相连的幔子
36:12 也作~个钮扣、都是两两相对
36:13 又作~个金钩、使幔子相连．
36:17 作~个钮扣、在那相连的幔子
36:17 子末幅边上、也作~个钮扣．
36:18 又作~个铜钩、使罩棚连成一
38:12 宽~肘．帷子的柱子十根、带
38:13 院子的东面、宽~肘。
利23:16 共计~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
25:10 第~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
25:11 第~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
27: 3 所的平、估定价银~舍客勒。
27:16 一贺梅珥、要估价~舍客勒。
民 4: 3 从三十岁直到~岁、凡前来任
 4:23 从三十岁直到~岁、凡前来任
 4:30 从三十岁直到~岁、凡前来任
 4:35 从三十岁直到~岁、凡前来任
 4:39 从三十岁直到~岁、凡前来任
 4:43 从三十岁直到~岁、凡前来任
 4:47 从三十岁直到~岁、凡前来任
 8:25 到了~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
31:30 每~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
31:47 摩西每~取一、交给看守耶和
申 1:15 ~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
22:29 这男子就要拿~舍客勒银子、
书 7:21 重~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

撒上 8:12 ~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
撒下15: 1 马、又派~人在他前头奔走。

24:24 大卫就用~舍客勒银子、买了
王上 1: 5 兵、又派~人在他前头奔走。

 7: 2 宽~肘、高三十肘、有香柏木
 7: 6 长~肘、宽三十肘．在这廊前
18: 4 每~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
18:13 每~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

王下 1: 9 于是王差遣~夫长、带领五十
 1: 9 带领~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
 1: 9 ~夫长对他说、神人哪、王吩
 1:10 烧灭你和你那~人。于是有火
 1:10 烧灭~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1:10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人。
 1:11 王第二次差遣一个~夫长、带
 1:11 带领~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
 1:11 ~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哪、
 1:12 烧灭你和你那~人。于是　神
 1:12 烧灭~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1:12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人。
 1:13 王第三次差遣一个~夫长、带
 1:13 带领~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
 1:13 这~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
 1:13 和你这~个仆人的性命、在你
 1:14 烧灭前两次来的~夫长、和他
 1:14 和他们各自带的~人．现在愿
 2: 7 有先知门徒去了~人、远远的
 2:16 仆人们这里有~个壮士．求你
 2:17 他们便打发~人去、寻找了三
13: 7 只给约哈斯留下~马兵、十辆
15:20 使他们各出~舍客勒、就给了
15:23 犹大王亚撒利雅~年、米拿现
15:25 亚利耶并基列的~人帮助比加

代下 3: 9 金钉重~舍客勒。楼房都贴上
拉 8: 6 儿子以别．同着他有男丁~。
尼 7:70 碗~个、祭司的礼服五百三十
赛 3: 3 ~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
结40:15 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肘。
40:21 门洞长~肘、宽二十五肘。
40:25 门洞、长~肘、宽二十五肘。
40:29 门洞、长~肘、宽二十五肘。
40:33 门洞长~肘、宽二十五肘。

40:36 门洞长~肘、宽二十五肘。
42: 2 百肘、宽~肘、有向北的门。
42: 7 边有墙、靠着外院、长~肘。
42: 8 长~肘．殿北面的圣屋、长一
45: 2 四围再有~肘为郊野之地。
该 2:16 想得~桶、只得了二十桶。
可 6:40 有一百一排的、有~一排的。
路 7:41 一个欠~两银子、一个欠五两
 9:14 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个人。
16: 6 每篓约~斤〕管家说、拿你的
16: 6 家说、拿你的帐快坐下写~。
约 8:57 你还没有~岁、岂见过亚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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