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祭司 圣经(94次)

新约(63次)
福音书(30)
历史书(12)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9)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11)
使徒行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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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祭司 dà jì sī

普通书信(21) 希伯来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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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历史书(17)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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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4) 申命记(0)
旧约(31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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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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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1:10 在弟兄中作~、头上倒了膏油
民35:25 中、直等到受圣膏的~死了。
35:28 等到~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
35:28 ~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
35:32 使他在~未死以先、再来住在
书20: 6 等到那时的~死了、杀人的才
王下12: 7 所以约阿施王召了~耶何耶大

12:10 便叫王的书记和~上来、将耶
22: 4 你去见~希勒家、使他将奉到
22: 8 ~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
23: 4 王吩咐~希勒家、和副祭司、
25:18 护卫长拿住~西莱雅、副祭司

代下19:11 有~亚玛利雅管理你们．凡属
24: 6 王召了~耶何耶大来、对他说
24:11 王的书记和~的属员来、将柜
26:20 ~亚撒利雅和众祭司观看、见
31:10 撒督家的~亚撒利雅、回答说
34: 9 他们就去见~希勒家、将奉到
拉 7: 5 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
尼 3: 1 ~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
 3:20 弯、直到~以利亚实的府门。
13:28 ~以利亚实的孙子耶何耶大的
耶52:24 护卫长拿住~西莱雅、副祭司
该 1: 1 和约撒答的儿子~约书亚说、
 1:12 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约书亚
 1:14 和约撒答的儿子~约书亚、并
 2: 2 巴伯和约撒答的儿子~约书亚
 2: 4 约撒答的儿子~约书亚阿、你
亚 3: 1 ~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
 3: 8 ~约书亚阿、你和坐在你面前
 6:11 约撒答的儿子~约书亚的头上
太26: 3 聚集在~称为该亚法的院里。
26:51 将~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
26:57 把他带到~该亚法那里去．文
26:58 直到~的院子、进到里面、就
26:62 ~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
26:63 ~对他说、我指着永生　神、
26:65 ~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
可 2:26 他当亚比亚他作~的时候、怎
14:47 将~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
14:53 他们把耶稣带到~那里．又有
14:53 并文士、都来和~一同聚集。

14:54 一直进入~的院里、和差役一
14:60 ~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
14:61 ~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
14:63 ~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
14:66 院子里、来了~的一个使女．
路 3: 2 亚那和该亚法作~、那时、撒
22:50 把~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
22:54 把他带到~的宅里．彼得远远
约11:49 本年作~、对他们说、你们不
11:51 是因他本年作~、所以预言耶
18:10 将~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
18:13 亚那是本年作~该亚法的岳父
18:15 那门徒是~所认识的．他就同
18:15 他就同耶稣进了~的院子。
18:16 ~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
18:19 ~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
18:22 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么。
18:24 那就把耶稣解到~该亚法那里
18:26 有~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
徒 4: 6 又有~亚那、和该亚法、约翰
 4: 6 山大、并~的亲族都在那里。
 5:17 ~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
 5:21 ~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
 5:27 徒站在公会前、~问他们说、
 7: 1 ~就说、这些事果然有么。
 9: 1 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
22: 5 这是~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作
23: 2 ~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
23: 4 的人说、你辱骂　神的~么。
23: 5 我不晓得他是~．经上记着说
24: 1 ~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
来 2:17 成为慈悲忠信的~、为百姓的
 3: 1 们所认为使者、为~的耶稣．
 4:14 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
 4:15 因我们的~、并非不能体恤我
 5: 1 凡从人间挑选的~、是奉派替
 5: 4 这~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惟
 5: 5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乃
 5:10 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
 6:20 成了永远的~、就为我们进入
 7:26 高过诸天的~、原是与我们合
 7:27 他不像那些~、每日必须先为

 7:28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但
 7:28 是立儿子为~、乃是成全到永
 8: 1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已经坐
 8: 3 凡~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
 8: 3 所以这位~也必须有所献的。
 9: 7 惟有~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
 9:11 作了将来美事的~、经过那更
 9:25 像那~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
10:21 又有一位~治理　神的家．
13:11 被~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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