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 聖經(93次)

新約(45次)
福音書(35)
歷史書(0)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9) 路加福音(11) 約翰福音(7)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3)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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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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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歷史書(2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3) 士師記(8)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2)

創世紀(2) 出埃及記(3) 利未記(5) 民數記(1) 申命記(8)
舊約(48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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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0) 詩篇(1)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0)

創 2:24 人要離開~、與妻子連合、二
28: 7 又見雅各聽從~的話、往巴旦
出20:12 當孝敬~、使你的日子在耶和
21:15 打~的、必要把他治死。
21:17 咒罵~的、必要把他治死。
利19: 3 你們各人都當孝敬~．也要守
20: 9 凡咒罵~的、總要治死他、他
20: 9 他咒罵了~、他的罪要歸到他
21: 2 除非為他骨肉之親的~、兒女
21:11 死屍、也不可為~沾染自己．
民 6: 7 他的~、或是弟兄、姐妹、死
申 5:16 孝敬~、使你得福、並使你的
21:13 住在你家裏哀哭~一個整月、
21:18 不聽從~的話、他們雖懲治他
21:19 ~就要抓住他、將他帶到本地
22:15 女子的~就要把女子貞潔的憑
22:17 ~就把那布鋪在本城的長老面
27:16 輕慢~的、必受咒詛．百姓都
33: 9 他論自己的~說、我未曾看見
書 2:13 要救活我的~、弟兄、姐妹、
 2:18 並要使你的~、弟兄、和你父
 6:23 與他的~、弟兄、和他所有的
士14: 2 參孫上來稟告他~說、我在亭
14: 3 他~說、在你弟兄的女兒中、
14: 4 他的~卻不知道這事是出於耶
14: 5 參孫跟他~下亭拿去、到了亭
14: 6 樣．他行這事並沒有告訴~。
14: 9 到了~那裏、給他父母、他們
14: 9 給他~、他們也吃了．只是沒
14:16 連我~我都沒有告訴、豈可告
得 2:11 並你離開~和本地、到素不認
撒上22: 3 求你容我~搬來、住在你們這

22: 4 大衛領他~到摩押王面前．大
22: 4 他~也住摩押王那裏多少日子

撒下19:37 葬在我~的墓旁。這裏有王的
王上19:20 求你容我先與~親嘴、然後我

22:52 效法他的~、又行尼八的兒子
王下 3: 2 但不至像他~所行的、因為除
斯 2: 7 因為他沒有~．這女子又容貌
 2: 7 他~死了、末底改就收他為自
詩27:10 我~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我
箴20:20 咒罵~的、他的燈必滅、變為

23:25 你要使~歡喜．使生你的快樂
28:24 偷竊~的、說、這不是罪．此
耶16: 3 又論到在這國中生養他們的~
結22: 7 在你中間有輕慢~的．有欺壓
亞13: 3 生他的~必對他說、你不得存
13: 3 生他的~、在他說預言的時候
太10:21 兒女要與~為敵、害死他們。
10:37 愛~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
15: 4 當孝敬~．又說、咒罵父母的
15: 4 又說、咒罵~的、必治死他。
15: 5 無論何人對~說、我所當奉給
15: 6 他就可以不孝敬~。這就是你
19: 5 人要離開~、與妻子連合、二
19:19 當孝敬~．又當愛人如己。
可 5:40 就帶著孩子的~、和跟隨的人
 7:10 當孝敬~。』又說、『咒罵父
 7:10 咒罵~的、必治死他。』
 7:11 人若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
 7:12 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
10: 7 因此人要離開~、與妻子連合
10:19 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
10:29 兄、姐妹、~、兒女、田地。
13:12 兒女要起來與~為敵、害死他
路 2:27 正遇見耶穌的~抱著孩子進來
 2:33 孩子的~、因這論耶穌的話就
 2:41 越節、他~就上耶路撒冷去。
 2:43 耶路撒冷．他的~並不知道．
 2:48 他~看見就很希奇．他母親對
 8:51 和女兒的~、不許別人同他進
 8:56 他的~驚奇得很．耶穌囑咐他
14:26 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妻
18:20 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
18:29 或是妻子、弟兄、~、兒女、
21:16 連你們的~、弟兄、親族、朋
約 6:42 他的~我們豈不認得麼．他如
 9: 2 了罪、是這人呢、是他~呢。
 9: 3 也不是他~犯了罪、是要在他
 9:18 看見的、等到叫了他的~來、
 9:20 他~回答說、他是我們的兒子
 9:22 他~說這話、是怕猶太人、因
 9:23 因此他~說、他已經成了人、
羅 1:30 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的、

林後12:14 兒女不該為~積財、父母該為
12:14 父母積財、~該為兒女積財。
弗 5:31 人要離開~、與妻子連合、二
 6: 1 要在主裏聽從~、這是理所當
 6: 2 要孝敬~、使你得福、在世長
西 3:20 要凡事聽從~、因為這是主所
提前 1: 9 和戀世俗的、弒~和殺人的、
提後 3: 2 違背~、忘恩負義、心不聖潔
來11:23 他的~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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