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便 圣经(90次)

新约(1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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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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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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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43)
历史书(43)

预言书(1)

约书亚记(26) 士师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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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
代志上(14)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3) 出埃及记(3) 利未记(0) 民数记(20) 申命记(7)
旧约(8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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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先知书(3)
诗歌智慧书(0)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29:32 就给他起名叫~、〔就是有儿
30:14 ~往田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
35:22 ~去与他父亲的妾辟拉同寝、
35:23 是雅各的长子~、还有西缅、
37:21 ~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37:22 ~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
37:29 ~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
42:22 ~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
42:37 ~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
46: 8 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
46: 9 ~的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
48: 5 正如~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49: 3 ~哪、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
出 1: 2 有~、西缅、利未、犹大、
 6:14 以色列长子~的儿子是哈诺、
 6:14 斯仑、迦米．这是~的各家。
民 1: 5 属~的、有示丢珥的儿子以利
 1:20 ~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室、宗
 2:10 按着军队是~营的纛．有示丢
 2:10 珥的儿子以利蓿作~人的首领
 2:16 凡属~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
 7:30 是~子孙的首领、示丢珥的儿
10:18 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营的纛
13: 4 属~支派的、有撒刻的儿子沙
16: 1 和~子孙中以利押的儿子大坍
26: 5 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的众
26: 5 ~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
26: 7 这就是~的各族、其中被数的
32: 1 ~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
32: 6 摩西对迦得子孙和~子孙说、
32:25 迦得子孙和~子孙对摩西说、
32:29 迦得子孙和~子孙、凡带兵器
32:31 和~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
32:33 都给了迦得子孙和~子孙、并
32:37 ~子孙建造希实本、以利亚利
34:14 因为~支派、和迦得支派、按
申 3:12 邑、都给了~人、和迦得人。
 3:16 河、我给了~人、和迦得人．
 4:43 为~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悉
11: 6 看见他怎样待~子孙以利押的
27:13 ~、迦得、亚设、西布伦、但
29: 8 取了他们的地给~支派、迦得

33: 6 愿~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
书 1:12 约书亚对~人、迦得人、和玛
 4:12 ~人、迦得人、玛拿西半支派
12: 6 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人
13: 8 和~迦得二支派、已经受了产
13:15 摩西按着~支派的宗族、分给
13:23 ~人的境界、就是约但河、与
13:23 以上是~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
15: 6 边、上到~之子波罕的磐石．
18: 7 ~支派、和玛拿西半支派、已
18:17 又下到~之子波罕的磐石．
20: 8 从~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
21: 7 从~支派、迦得支派、西布伦
21:36 又从~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
22: 1 当时约书亚召了~人、迦得人
22: 9 于是~人、迦得人、玛拿西半
22:10 ~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
22:11 以色列人听说~人、迦得人、
22:13 往基列地去见~人、迦得人、
22:15 见~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
22:21 于是~人、迦得人、玛拿西半
22:25 约但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人
22:30 听见~人、迦得人、玛拿西人
22:31 对~人、迦得人、玛拿西人说
22:32 与众首领离了~人、迦得人、
22:33 不再提上去攻打~人、迦得人
22:34 ~人、迦得人、给坛起名叫证
士 5:15 在~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
 5:16 在~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

王下10:33 得人、~人、玛拿西人之地。
代上 2: 1 以色列的儿子是~、西缅、利

 5: 1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因他污
 5: 3 以色列长子~的儿子是哈诺、
 5: 6 这备拉作~支派的首领、被亚
 5:11 迦得的子孙在~对面住在巴珊
 5:18 ~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
 5:26 他们就把~人、迦得人、玛拿
 6:63 在~支派的地中、迦得支派的
 6:78 在~支派的地中、得了旷野的
11:42 ~人示撒的儿子亚第拿．他是
11:42 他是~支派中的一个族长、率
12:37 约但河东的~支派、迦得支派

26:32 大卫王派他们在~支派、迦得
27:16 管~人的、是细基利的儿子以
结48: 6 界、从东到西、是~的一分。
48: 7 挨着~的地界、从东到西、是
48:31 一为~门、一为犹大门、一为
启 7: 5 ~支派中有一万二千．迦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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