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兰 圣经(91次)

新约(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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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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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2)

律法书(77)
历史书(7)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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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72) 申命记(4)
旧约(86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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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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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21:21 他住在~的旷野、他母亲从埃
民10:12 旷野、云彩停住在~的旷野。
12:16 洗录起行、在~的旷野安营。
13: 3 从~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
13:26 到了~旷野的加低斯、见摩西
22: 5 到比珥的儿子~本乡那里、召
22: 5 召~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
22: 7 手里拿着卦金到了~那里、将
22: 8 ~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22: 8 摩押的使臣就在~那里住下了
22: 9 　神临到~那里说、在你这里
22:10 ~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拨的儿
22:12 　神对~说、你不可同他们去
22:13 ~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
22:14 去、说、~不肯和我们同来。
22:16 他们到了~那里、对他说、西
22:18 ~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
22:20 　神临到~那里说、这些人若
22:21 ~早晨起来、备上驴、和摩押
22:23 ~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
22:25 将~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
22:25 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又打驴。
22:27 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底下
22:27 巴兰底下、~发怒用杖打驴。
22:28 对~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
22:29 ~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
22:30 驴对~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
22:30 向你这样行过么．~说没有。
22:31 耶和华使~的眼目明亮、他就
22:31 来的刀．~便低头俯伏在地。
22:34 ~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
22:35 耶和华的使者对~说、你同这
22:35 于是~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
22:36 巴勒听见~来了、就往摩押京
22:37 巴勒对~说、我不是急急的打
22:38 ~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
22:39 ~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胡琐
22:40 牛羊、送给~和陪伴的使臣。
22:41 巴勒领~到巴力的高处、巴兰
22:41 ~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
23: 1 ~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
23: 2 巴勒照~的话行了．巴勒和巴

23: 2 巴勒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
23: 3 ~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
23: 3 你．于是~上一净光的高处。
23: 4 　神迎见~、巴兰说、我预备
23: 4 ~说、我预备了七座坛、在每
23: 5 耶和华将话传给~、又说、你
23: 7 ~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
23:11 巴勒对~说、你向我作的是什
23:14 于是领~到了琐腓田、上了毗
23:15 ~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
23:16 耶和华临到~那里、将话传给
23:18 ~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
23:25 巴勒对~说、你一点不要咒诅
23:26 ~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
23:27 巴勒对~说、来吧、我领你往
23:28 巴勒就领~到那下望旷野的毗
23:29 ~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
23:30 巴勒就照~的话行、在每座坛
24: 1 ~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与以色列
24: 2 ~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
24: 3 比珥的儿子~说、眼目闭住〔
24:10 巴勒向~生气、就拍起手来、
24:10 对~说、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
24:12 ~对巴勒说、我岂不是对你所
24:15 比珥的儿子~说、眼目闭住〔
24:20 ~观看亚玛力、就提起诗歌说
24:21 ~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
24:23 ~又提起诗歌说、哀哉、　神
24:25 于是~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
31: 8 又用刀杀了比珥的儿子~。
31:16 因~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毗
申 1: 1 就是~、陀弗、拉班、哈洗录
23: 4 波大米的毗夺人比珥的儿子~
23: 5 而耶和华你的　神不肯听从~
33: 2 从~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
书13:22 也用刀杀了比珥的儿子术士~
24: 9 打发人召了比珥的儿子~来、
24:10 我不肯听~的话、所以他倒为

撒上25: 1 大卫起身、下到~的旷野。
王上11:18 到了~．从巴兰带着几个人、

11:18 从~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
尼13: 2 且雇了~咒诅他们．但我们的

弥 6: 5 谋和比珥的儿子~回答他的话
哈 3: 3 圣者从~山临到。〔细拉〕他
彼后 2:15 随从比珥之子~的路、巴兰就

 2:15 ~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
犹 1:11 又为利往~的错谬里直奔、并
启 2:14 有人服从了~的教训．这巴兰
 2:14 这~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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