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哥 聖經(103次)

新約(5次)
福音書(4)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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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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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歷史書(2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10)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0) 歷
代志上(2)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55) 出埃及記(7)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6)
舊約(98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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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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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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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10:21 雅弗的~閃、是希伯子孫之祖
20: 5 他是我的~．我作這事、是心
20:13 他是我的~．這就是你待我的
20:16 我給你~一千銀子、作為你在
24:29 利百加有一個~、名叫拉班、
24:53 又將寶物送給他~、和他母親
24:55 利百加的~和他母親說、讓女
27: 6 我聽見你父親對你~以掃說、
27:11 我~以掃渾身是有毛的、我身
27:23 像他~以掃的手一樣、就給他
27:30 出來、他~以掃正打獵回來。
27:42 你~以掃想要殺你、報仇雪恨
27:43 起來逃往哈蘭我~拉班那裏去
27:44 日子、直等你~的怒氣消了．
27:45 你~向你消了怒氣、忘了你向
32: 3 就是以東地、見他~以掃。
32: 6 我們到了你~以掃那裏、他帶
32:11 求你救我脫離我~以掃的手、
32:13 中拿禮物、要送給他~以掃．
32:17 我~以掃遇見你的時候、問你
33: 3 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
34:25 就是底拿的~、西緬和利未、
35: 1 就是你逃避你~以掃的時候向
35: 7 因為他逃避他~的時候、　神
37: 2 約瑟十七歲與他~們一同牧羊
37: 2 約瑟將他~們的惡行、報給他
37: 4 約瑟的~們見父親愛約瑟過於
37: 5 告訴他~們、他們就越發恨他
37: 8 他的~們回答說、難道你真要
37: 9 也告訴他的~們說、看哪、我
37:10 和他~們、他父親就責備他說
37:11 他~們都嫉妒他．他父親卻把
37:12 約瑟的~們往示劍去、放他們
37:13 你~們不是在示劍放羊麼、你
37:14 你去看看你~們平安不平安、
37:16 我找我的~們、求你告訴我、
37:17 約瑟就去追趕他~們、遇見他
37:23 約瑟到了他~們那裏、他們就
37:28 ~們就把約瑟從坑裏拉上來、
38: 8 你當與你~的妻子同房、向他
38: 8 弟的本分、為你~生子立後。
38: 9 便遺在地、免得給他~留後。

38:11 像他兩個~一樣、就對他兒婦
38:29 他~生出來了、收生婆說、你
42: 3 是約瑟的十個~都下埃及糴糧
42: 4 雅各沒有打發他和~們同去、
42: 6 約瑟的~們來了、臉伏於地、
42: 7 約瑟看見他~們、就認得他們
42: 8 約瑟認得他~們、他們卻不認
42:38 他~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
44:20 他~死了、他母親只撇下他一
44:33 叫童子和他~們一同上去。
50:15 約瑟的~們見父親死了、就說
50:17 從前你~們惡待你、求你饒恕
50:18 他的~們又來俯伏在他面前說
出 4:14 不是有你的~利未人亞倫麼、
 7: 1 你的~亞倫是替你說話的。
 7: 2 你的~亞倫要對法老說、容以
28: 1 要從以色列人中使你的~亞倫
28: 2 你要給你~亞倫作聖衣為榮耀
28: 4 使你~亞倫和他兒子穿這聖服
28:41 把這些給你的~亞倫和他的兒
利16: 2 要告訴你~亞倫、不可隨時進
民20: 8 和你的~亞倫招聚會眾、在他
27:13 民〕那裏、像你~亞倫一樣．
申25: 7 那人若不願意娶他~的妻、他
25: 7 他~的妻就要到城門長老那裏
25: 7 肯在以色列中興起他~的名字
25: 9 他~的妻就要當著長老到那人
25: 9 凡不為~建立家室的、都要這
32:50 像你~亞倫、死在何珥山上、
士 1: 3 猶大對他~西緬說、請你同我
 1:17 猶大和他~西緬同去、擊殺了
 9:24 歸與他們的~亞比米勒．又叫

撒上14: 3 亞希突是以迦博的~、非尼哈
17:17 的送到營裏去、交給你~們．
17:18 且問你~們好、向他們要一封
17:19 掃羅與大衛的三個~、和以色
17:22 下、跑到戰場、問他~們安。

撒下 2:22 你、有甚麼臉見你~約押呢。
13: 7 你往你~暗嫩的屋裏去、為他
13: 8 他瑪就到他~暗嫩的屋裏．暗
13:10 拿進臥房、到他~暗嫩那裏。
13:12 我~、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

13:20 莫非你~暗嫩與你親近了麼。
13:20 他是你的~．不要將這事放在
13:22 沙龍並不和他~暗嫩說好說歹
13:26 求王許我~暗嫩同去．王說、
21:21 大衛的~示米亞的兒子約拿單

王上 2: 7 因為我躲避你~押沙龍的時候
 2:21 亞比煞賜給你~亞多尼雅為妻
 2:22 他是我的~、他有祭司亞比亞

代上20: 7 大衛的~示米亞的兒子約拿單
27:18 是大衛的一個~以利戶．管以

代下36: 4 哥立約哈斯的~以利雅敬作猶
耶22:18 我的~．或說、哀哉、我的姐
何12: 3 他在腹中抓住~的腳跟、壯年
瑪 1: 2 以掃不是雅各的~麼．我卻愛
太22:24 當娶他的妻、為~生子立後。
可12:19 當娶他的妻、為~生子立後。
路20:28 當娶他的妻、為~生子立後。
約 1:41 他先找著自己的~西門、對他
徒12: 2 用刀殺了約翰的~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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