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子 圣经(96次)

新约(6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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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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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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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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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历史书(47)

预言书(0)

约书亚记(3)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37)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9) 出埃及记(6) 利未记(0) 民数记(4) 申命记(5)
旧约(90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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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1) 诗篇(4)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10:15 迦南生~西顿、又生赫、
22:21 ~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
25:13 以实玛利的~是尼拜约、又有
25:31 你今日把~的名分卖给我吧。
25:32 这~的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呢
25:33 了誓、把~的名分卖给雅各。
25:34 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的名分
27:19 我是你的~以扫、我已照你所
27:32 谁、他说、我是你的~以扫。
27:36 他从前夺了我~的名分、你看
35:23 是雅各的~流便、还有西缅、
36:15 以扫的~、以利法的子孙中、
38: 6 犹大为~珥娶妻、名叫他玛。
38: 7 犹大的~珥在耶和华眼中看为
41:51 约瑟给~起名叫玛拿西、〔就
46: 8 他的儿孙、雅各的~是流便。
48:14 拿西的头上、玛拿西原是~．
48:18 这本是~、求你把右手按在他
49: 3 你是我的~、是我力量强壮的
出 4:22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
 4:23 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
 6:14 以色列~流便的儿子是哈诺、
11: 5 直到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
12:29 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就
12:29 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
民 1:20 以色列的~、流便子孙的后代
 3: 2 ~名叫拿答、还有亚比户、以
26: 5 以色列的~是流便．流便的众
33: 4 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就是
申21:15 儿子、但~是所恶之妻生的．
21:16 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
21:17 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
21:17 候生的、~的名分本当归他。
25: 6 妇人生的~必归死兄的名下、
书 6:26 必丧~、安门的时候、必丧幼
17: 1 玛拿西是约瑟的~．他的支派
17: 1 至于玛拿西的~基列之父〔父
士 8:20 于是对他的~益帖说、你起来
撒上 8: 2 ~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

17:13 ~名叫以利押、次子名叫亚比
撒下 3: 2 ~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所
王上16:34 丧了~亚比兰、安门的时候、

王下 3:27 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
代上 1:13 迦南生~西顿、又生赫、

 1:29 以实玛利的~是尼拜约、其次
 2: 3 犹大的~珥在耶和华眼中看为
 2:13 耶西生~以利押、次子亚比拿
 2:25 希斯仑的~耶拉篾生长子兰、
 2:25 希斯仑的长子耶拉篾生~兰、
 2:27 耶拉篾~兰的儿子是玛斯、雅
 2:42 耶拉篾兄弟迦勒的~米沙、是
 2:50 孙就是以法他的~户珥的儿子
 3: 1 ~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生的
 3:15 约西亚的~是约哈难．次子是
 4: 4 恒之祖以法他的~户珥所生的
 5: 1 以色列的~原是流便、因他污
 5: 1 他~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
 5: 1 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
 5: 2 他而出．~的名分却归约瑟。
 5: 3 以色列~流便的儿子是哈诺、
 6:28 撒母耳的~是约珥、次子是亚
 8: 1 便雅悯的~比拉、次子亚实别
 8:30 他~是亚伯顿、他又生苏珥、
 8:39 亚悉兄弟以设的~是乌兰、次
 9: 5 有~亚帅雅、和他的众子。
 9:31 人玛他提雅是可拉族沙龙的~
 9:36 他~是亚伯顿、他又生苏珥、
23: 8 拉但的~是耶歇、还有细坦和
23:11 雅哈是~、细撒是次子．但耶
23:16 革舜的~是细布业．
23:18 以斯哈的~是示罗密。
23:19 希伯伦的~是耶利雅．次子是
23:20 乌薛的~是米迦．次子是耶西
24:21 利哈比雅的子孙里有~伊示雅
24:23 希伯伦的子孙里有~耶利雅、
26: 2 米施利米雅的~是撒迦利亚、
26: 4 俄别以东的~是示玛雅、次子
26:10 ~是申利．他原不是长子、是
26:10 他原不是~、是他父亲立他作
26:10 是长子、是他父亲立他作~。

代下21: 3 将国赐给约兰、因为他是~。
伯18:13 死亡的~要吞吃他的肢体。
诗78:51 在埃及击杀一切~、在含的帐
89:27 我也要立他为~、为世上最高

105:36 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
136:10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的、因
赛14:30 贫寒人的~、必有所食、穷乏
耶31: 9 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
弥 6: 7 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么
亚12:10 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
罗 8:29 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
来 1: 6 　神使~到世上来的时候、〔
 1: 6 或作　神再使~到世上来的时
11:28 免得那灭~的临近以色列人。
12:16 一点食物把自己~的名分卖了
12:23 名录在天上诸~之会所共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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