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蘭 聖經(91次)

新約(5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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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2)

律法書(77)
歷史書(7)

預言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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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72) 申命記(4)
舊約(86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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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0)
詩歌智慧書(0) 約伯記(0) 詩篇(0)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21:21 他住在~的曠野、他母親從埃
民10:12 曠野、雲彩停住在~的曠野。
12:16 洗錄起行、在~的曠野安營。
13: 3 從~的曠野打發他們去、．他
13:26 到了~曠野的加低斯、見摩西
22: 5 到比珥的兒子~本鄉那裏、召
22: 5 召~來說、有一宗民從埃及出
22: 7 手裏拿著卦金到了~那裏、將
22: 8 ~說、你們今夜在這裏住宿、
22: 8 摩押的使臣就在~那裏住下了
22: 9 　神臨到~那裏說、在你這裏
22:10 ~回答說、是摩押王西撥的兒
22:12 　神對~說、你不可同他們去
22:13 ~早晨起來、對巴勒的使臣說
22:14 去、說、~不肯和我們同來。
22:16 他們到了~那裏、對他說、西
22:18 ~回答巴勒的臣僕說、巴勒就
22:20 　神臨到~那裏說、這些人若
22:21 ~早晨起來、備上驢、和摩押
22:23 ~便打驢要叫他回轉上路。
22:25 將~的腳擠傷了巴蘭又打驢。
22:25 將巴蘭的腳擠傷了~又打驢。
22:27 見耶和華的使者就臥在~底下
22:27 巴蘭底下、~發怒用杖打驢。
22:28 對~說、我向你行了甚麼。你
22:29 ~對驢說、因為你戲弄我、我
22:30 驢對~說、我不是你從小時直
22:30 向你這樣行過麼．~說沒有。
22:31 耶和華使~的眼目明亮、他就
22:31 來的刀．~便低頭俯伏在地。
22:34 ~對耶和華的使者說、我有罪
22:35 耶和華的使者對~說、你同這
22:35 於是~同著巴勒的使臣去了。
22:36 巴勒聽見~來了、就往摩押京
22:37 巴勒對~說、我不是急急的打
22:38 ~說、我已經到你這裏來了、
22:39 ~和巴勒同行、來到基列胡瑣
22:40 牛羊、送給~和陪伴的使臣。
22:41 巴勒領~到巴力的高處、巴蘭
22:41 ~從那裏觀看以色列營的邊界
23: 1 ~對巴勒說、你在這裏給我築
23: 2 巴勒照~的話行了．巴勒和巴

23: 2 巴勒和~在每座壇上獻一隻公
23: 3 ~對巴勒說、你站在你的燔祭
23: 3 你．於是~上一淨光的高處。
23: 4 　神迎見~、巴蘭說、我預備
23: 4 ~說、我預備了七座壇、在每
23: 5 耶和華將話傳給~、又說、你
23: 7 ~便提起詩歌說、巴勒引我出
23:11 巴勒對~說、你向我作的是甚
23:14 於是領~到了瑣腓田、上了毗
23:15 ~對巴勒說、你站在這燔祭旁
23:16 耶和華臨到~那裏、將話傳給
23:18 ~就提詩歌說、巴勒、你起來
23:25 巴勒對~說、你一點不要咒詛
23:26 ~回答巴勒說、我豈不是告訴
23:27 巴勒對~說、來吧、我領你往
23:28 巴勒就領~到那下望曠野的毗
23:29 ~對巴勒說、你在這裏為我築
23:30 巴勒就照~的話行、在每座壇
24: 1 ~見耶和華喜歡賜福與以色列
24: 2 ~舉目、看見以色列人照著支
24: 3 比珥的兒子~說、眼目閉住〔
24:10 巴勒向~生氣、就拍起手來、
24:10 對~說、我召你來為我咒詛仇
24:12 ~對巴勒說、我豈不是對你所
24:15 比珥的兒子~說、眼目閉住〔
24:20 ~觀看亞瑪力、就提起詩歌說
24:21 ~觀看基尼人、就提起詩歌說
24:23 ~又提起詩歌說、哀哉、　神
24:25 於是~起來回他本地去、巴勒
31: 8 又用刀殺了比珥的兒子~。
31:16 因~的計謀、叫以色列人在毗
申 1: 1 就是~、陀弗、拉班、哈洗錄
23: 4 波大米的毗奪人比珥的兒子~
23: 5 而耶和華你的　神不肯聽從~
33: 2 從~山發出光輝、從萬萬聖者
書13:22 也用刀殺了比珥的兒子術士~
24: 9 打發人召了比珥的兒子~來、
24:10 我不肯聽~的話、所以他倒為

撒上25: 1 大衛起身、下到~的曠野。
王上11:18 到了~．從巴蘭帶著幾個人、

11:18 從~帶著幾個人、來到埃及、
尼13: 2 且雇了~咒詛他們．但我們的

彌 6: 5 謀和比珥的兒子~回答他的話
哈 3: 3 聖者從~山臨到。〔細拉〕他
彼後 2:15 隨從比珥之子~的路、巴蘭就

 2:15 ~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
猶 1:11 又為利往~的錯謬裏直奔、並
啟 2:14 有人服從了~的教訓．這巴蘭
 2:14 這~曾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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