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外 圣经(140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2)
保罗书信(9)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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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68)
历史书(22)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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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4) 利未记(7) 民数记(50) 申命记(6)
旧约(117次)

以赛亚书(14)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2) 约珥书(1)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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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1) 诗篇(3)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31:50 又在我的女儿~另娶妻、虽没
出12:16 除了预备各人所要吃的~、无
20: 3 除了我~、你不可有别的神。
30:14 从二十岁~的、要将这礼物奉
38:26 从二十岁~、有六十万零三千
利 9:17 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
15:25 女人若在经期~、患多日的血
23:38 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又
23:38 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
27:13 就要在你所估定的价值~、加
27:15 就必在你所估定的价值~、加
27:19 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加
民 1: 3 从二十岁~、能出去打仗的、
 1:18 从二十岁~的、都述说自己的
 1:20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22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24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26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28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30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32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34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36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38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40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42 从二十岁~、凡能出去打仗被
 1:45 照着宗族从二十岁~、能出去
 3:15 凡一个月~的男子、都要数点
 3:22 中被数从一个月~所有的男子
 3:28 从一个月~看守圣所的、共有
 3:34 从一个月~的、共有六千二百
 3:39 按着家室从一个月~的男子、
 3:40 中数点一个月~凡头生的男子
 3:43 从一个月~、凡头生的男子、
 3:49 被利未人所赎~的人取了赎银
 5:20 在你丈夫~有人与你行淫、
 6:21 和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
 8:24 从二十五岁~、他们要前来任
11: 6 除这吗哪~、在我们眼前并没
14:29 从二十岁~向我发怨言的、
16:49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遭瘟
26: 2 列中从二十岁~能出去打仗的

26: 4 们中间从二十岁~的计算总数
26:62 凡一个月~被数的男丁、共有
26:65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连一个
28:15 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
28:23 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
28:24 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
28:31 并同献的奠祭~、都要没有残
29: 6 以及照例同献的奠祭~．都作
29:11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
29:16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
29:19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
29:22 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
29:25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
29:28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
29:31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
29:34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
29:38 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
29:39 并甘心所献的~、作为你们的
31:32 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所掳
32:11 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的人、
申 4:35 是　神、除他~、再无别神。
 4:39 是　神、除他~、再无别神。
 5: 7 除了我~、你不可有别的神。
17:15 不可立你弟兄~的人为王。
18: 8 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
32:39 在我~并无别神．我使人死、
书11:13 除了夏琐~、以色列人都没有
22:19 华我们　神的坛~为自己筑坛
22:29 耶和华我们　神帐幕前的坛~
得 4: 4 ~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
撒上 2: 2 除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

21: 9 除此~、再没有别的。大卫说
撒下 7:22 可比你的．除你~再无　神。
王上 8: 9 所放的．除此~、并无别物。

11:29 们二人在田野、~并无别人。
12:20 除了犹大支派~、没有顺从大

王下24:14 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没有
代上17:20 可比你的、除你~再无　神。

23: 3 利未人从三十岁~的都被数点
23:24 从二十岁~、都办耶和华殿的
23:27 利未人从二十岁~的、都被数

代下 5:10 所放的．除此~、并无别物。

25: 5 从二十岁~、能拿枪拿盾牌、
31:16 按家谱三岁~的男丁、凡每日
31:17 次职任分给二十岁~的利未人
拉 3: 8 从二十岁~的、督理建造耶和
尼 2:12 除了我骑的牲口~、也没有别
 5:17 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
伯17: 3 保．在你~谁肯与我击掌呢。
诗16: 2 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
73:25 除你~、在天上我有谁呢．除
73:25 除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
赛26:13 在你~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
43:11 是耶和华、除我~没有救主。
44: 6 后的、除我~、再没有真神。
44: 8 除我~、岂有真神么、诚然没
45: 5 在我~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
45: 5 除了我~再没有　神．你虽不
45: 6 使人都知道除了我~、没有别
45: 6 耶和华、在我~并没有别神。
45:21 除了我~、再没有　神．我是
45:21 主、除了我~、再没有别神。
47: 8 除我~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至
47:10 惟有我、除我~再没有别的。
56: 8 在这被招聚的人~、我还要招
64: 4 在你~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
耶44:14 除了逃脱的~、一个都不能归
但 3:28 在他们　神~不肯事奉敬拜别
 6: 7 若在王~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
 6:12 若在王~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
何13: 4 在我~、你不可认识别神、除
13: 4 识别神、除我~并没有救主。
珥 2:27 在我~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
摩 5:27 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
番 2:15 除我~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
太12:39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
16: 4 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
19:17 善的除了　神~没有一个良善
可 2: 7 除了　神~、谁能赦罪呢。
 2:26 这饼除了祭司~、人都不可吃
 6: 8 除了拐杖~、什么都不要带．
12:32 除了他~、再没有别的　神．
路 5:21 除了　神~、谁能赦罪呢。
 6: 4 这饼除了祭司~、别人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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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 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
徒 4:12 除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
 8: 1 除了使徒~、门徒都分散在犹
罗 3:21 神的义在律法~已经显明出来
 4: 6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蒙

林前 1:14 除了基利司布并该犹~、我没
 6:18 都在身子~．惟有行淫的、是

林后 2: 2 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谁能
10:16 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的地方
12: 5 除了我的软弱~、我并不夸口
弗 2:12 在以色列国民~、在所应许的
腓 4:15 除了你们~、并没有别的教会
启 2:17 除了那领受的~、没有人能认
14: 3 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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