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利賽人 聖經(102次)

新約(102次)
福音書(94)
歷史書(7)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31) 馬可福音(13) 路加福音(28) 約翰福音(22)
使徒行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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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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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0)
歷史書(0)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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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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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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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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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3: 7 約翰看見許多~和撒都該人、
 5:20 若不勝於文士和~的義、斷不
 9:11 ~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
 9:14 我們和~常常禁食、你的門徒
 9:34 ~卻說、他是靠著鬼王趕鬼。
12: 2 ~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
12:14 ~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
12:24 但~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
12:38 當時有幾個文士和~、對耶穌
15: 1 那時有~和文士、從耶路撒冷
15:12 ~聽見這話、不服、你知道麼
16: 1 ~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
16: 6 慎、防備~和撒都該人的酵。
16:11 要防備~和撒都該人的酵、這
16:12 乃是防備~和撒都該人的教訓
19: 3 有~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甚
19: 7 ~說、這樣、摩西為甚麼吩咐
21:45 祭司長和~、聽見他的比喻、
22:15 ~出去商議、怎樣就著耶穌的
22:34 ~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
22:41 ~聚集的時候、耶穌問他們說
23: 2 文士和~、坐在摩西的位上．
23:13 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有禍了
23:14 為善的文士和~有禍了因為你
23:15 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有禍了
23:23 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有禍了
23:25 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有禍了
23:26 你這瞎眼的~、先洗淨杯盤的
23:27 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有禍了
23:29 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有禍了
27:62 祭司長和~聚集、來見彼拉多
可 2:16 ~中的文士、〔有古卷作文士
 2:16 有古卷作文士和~〕看見耶穌
 2:18 約翰的門徒和~禁食．他們來
 2:18 約翰的門徒和~的門徒禁食、
 2:24 ~對耶穌說、看哪、他們在安
 3: 6 ~出去、同希律一黨的人商議
 7: 1 有~、和幾個文士、從耶路撒
 7: 3 原來~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
 7: 5 ~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
 8:11 ~出來盤問耶穌、求他從天上
 8:15 防備~的酵、和希律的酵。

10: 2 有~來問他說、人休妻可以不
12:13 他們打發幾個~和幾個希律黨
路 5:17 有~和教法師在旁邊坐著、他
 5:21 文士和~就議論說、這說僭妄
 5:30 ~和文士就向耶穌的門徒發怨
 5:33 ~的門徒也是這樣．惟獨你的
 6: 2 有幾個~說、你們為甚麼作安
 6: 7 文士和~窺探耶穌、在安息日
 7:30 但~和律法師、沒有受過約翰
 7:30 以　神為義但~和律法師不受
 7:36 有一個~、請耶穌和他吃飯．
 7:36 飯．耶穌就到~家裏去坐席。
 7:37 知道耶穌在~家裏坐席、就拿
 7:39 請耶穌的~看見這事、心裏說
11:37 有一個~請耶穌同他吃飯．耶
11:38 這~看見耶穌飯前不洗手、便
11:39 如今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
11:42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
11:43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喜愛
11:53 文士和~就極力的催逼他、引
12: 1 你們要防備~的酵、就是假冒
13:31 有幾個~來對耶穌說、離開這
14: 1 耶穌到一個~的首領家裏去吃
14: 3 耶穌對律法師和~說、安息日
15: 2 ~和文士、私下議論說、這個
16:14 ~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
17:20 ~問、　神的國幾時來到．耶
18:10 告．一個是~、一個是稅吏。
18:11 ~站著、自言自語的禱告說、
19:39 眾人中有幾個~對耶穌說、夫
約 1:24 那些人是~差來的。〔或作那
 1:24 來的。〔或作那差來的是~〕
 3: 1 有一個~、名叫尼哥底母、是
 4: 1 主知道~聽見他收門徒施洗比
 7:32 ~聽見眾人為耶穌這樣紛紛議
 7:32 祭司長和~、就打發差役去捉
 7:45 差役回到祭司長和~那裏．他
 7:47 ~說、你們也受了迷惑麼。
 7:48 官長或是~、豈有信他的呢。
 8: 3 文士和~、帶著一個行淫時被
 8:13 ~對他說、你是為自己作見證
 9:13 從前瞎眼的人、帶到~那裏。

 9:15 ~也問他是怎麼得看見的。瞎
 9:16 ~中有的說、這個人不是從
 9:24 所以~第二次叫了那從前瞎眼
 9:40 同他在那裏的~、聽見這話、
11:46 但其中也有去見~的、將耶穌
11:47 祭司長和~聚集公會、說、這
11:57 祭司長和~早已吩咐說、若有
12:19 ~彼此說、看哪、你們是徒勞
12:42 只因~的緣故、就不承認、恐
18: 3 和祭司長並~的差役、拿著燈
徒 5:34 但有一個~、名叫迦瑪列、是
23: 6 一半是~、就在公會中大聲說
23: 6 我是~、也是法利賽人的子孫
23: 6 也是~的子孫．我現在受審問
23: 7 ~和撒都該人、就爭論起來、
23: 8 和鬼魂．~卻說、兩樣都有。
26: 5 教中最嚴緊的教門、作了~。
腓 3: 5 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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