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家 圣经(85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1)
历史书(8)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8)
罗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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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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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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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历史书(4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6)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1) 撒母耳记下(11)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2)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9)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2) 申命记(1)
旧约(71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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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诗歌智慧书(1)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 7: 1 你和你的~都要进入方舟、因
12:17 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
34:30 我、我和~的人、都必灭绝。
41:51 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
45: 8 作他~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
46:31 和他父的~说、我要上去告诉
46:31 我的弟兄和我父的~、从前在
47:12 并他父亲~的眷属、都是照各
50: 8 还有约瑟的~、和他的弟兄们
出40:38 在以色列~的眼前、在他们所
利10: 6 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为
民12: 7 是这样、他是在我~尽忠的。
20:29 就是以色列~、见亚伦已经死
申 6:22 及地、和法老并他~的身上．
书 2:18 和你父的~、都聚集在你家中
士 1:25 居民、但将那人和他~放去。
 8:27 这就作了基甸和他~的网罗。
 9: 1 他们、和他外祖~的人、说、
 9:16 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力和他的~
16:31 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都下
18:25 以致你和你的~尽都丧命。

撒上 1:21 以利加拿和他~都上示罗去、
 7: 2 年、以色列~都倾向耶和华。
 7: 3 撒母耳对以色列~说、你们若
 9:20 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么。
20: 6 去．因为他~在那里献年祭。
22: 1 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听见了
22:11 和他父亲的~、就是住挪伯的
22:15 和我父的~．因为这事、无论
22:16 你和你父的~、都是该死的。
22:22 你父的~丧命、都是因我的缘
25:17 和他~．他性情凶暴、无人敢

撒下 3:19 和便雅悯~一切所喜悦的事、
 3:29 和他父的~．又愿约押家不断
 6: 5 大卫和以色列的~、在耶和华
 6:11 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
 6:15 大卫和以色列的~、欢呼吹角
 6:21 废了你父和你父的~、立我作
14: 7 现在~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
15:16 于是王带着~的人出去了、但
16: 8 你流扫罗~的血、接续他作王
19:20 所以约瑟~之中、今日我首先

19:28 因为我祖~的人、在我主我王
王上12:21 招聚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

12:23 便雅悯~、并其余的民、说、
15:29 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凡有气
16: 7 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
16:11 就杀了巴沙的~．连他的亲属
16:12 心利这样灭绝巴沙的~、正如

王下 8: 1 你和你的~、要起身往你可住
 8: 2 带着~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
 9: 7 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我
 9: 8 亚哈~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

代上10: 6 儿子、并他的~都一同死亡。
28: 4 在我父的~拣选我作以色列的
箴31:21 心、因为~都穿着朱红衣服．
耶13:11 我也使以色列~、和犹大全家
13:11 和犹大~紧贴我、好叫他们属
38:17 焚烧．你和你的~都必存活。
结 3: 7 原来以色列~是额坚心硬的人
 5: 4 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
11:15 以色列~、就是对大众说、你
11:16 我虽将以色列~远远迁移到列
12:10 和他周围以色列~的预表。〔
20:40 所有以色列的~、都要事奉我
36:10 我必使以色列~的人数、在你
37:11 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他们
37:16 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
39:25 要怜悯以色列~、又为我的圣
45: 6 那分圣供地．要归以色列~。
摩 3: 1 你们~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约 4:53 时候、他自己和~就都信了。
徒 2:36 以色列~当确实的知道、你们
 7:10 就派他作埃及国的宰相兼管~
 7:14 雅各、和~七十五个人都来。
10: 2 他和~都敬畏　神、多多赒济
11:14 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得救。
16:32 的道、讲给他和他~的人听。
16:34 他和~、因为信了　神、都很
18: 8 会堂的基利司布和~都信了主
罗11:26 于是以色列~都要得救、如经
多 1:11 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
来 3: 2 如同摩西在　神的~尽忠一样
 3: 5 在　神的~诚然尽忠、为要证

11: 7 使他~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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