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子 聖經(116次)

新約(2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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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子 zhòng z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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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歷史書(5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10)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10) 歷
代志上(12)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4)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7)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20) 申命記(0)
舊約(114次)

以賽亞書(8)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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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3) 詩篇(4) 箴言(5) 傳道書(0) 雅歌(0)

創18:19 為要叫他吩咐他的~、和他的
25: 6 伯拉罕把財物分給他庶出的~
25:16 這是以實瑪利~的名字、照著
35: 5 驚懼、就不追趕雅各的~了。
36:10 以掃~的名字如下．以掃的妻
37: 3 色列原來愛約瑟過於愛他的~
49:33 雅各囑咐~已畢、就把腳收在
出 1: 1 以色列的~、各帶家眷和雅各
 6:16 利未~的名字、按著他們的後
民 3:17 利未~的名字是革順、哥轄、
21:35 於是他們殺了他和他的~、並
26: 5 流便的~、屬哈諾的、有哈諾
26: 9 以利押的~是尼母利、大坍、
26:11 然而可拉的~沒有死亡。
26:12 西緬的~．屬尼母利的、有尼
26:15 迦得的~．屬洗分的、有洗分
26:20 猶大其餘的~．屬示拉的、有
26:23 以薩迦的~．屬陀拉的、有陀
26:26 西布倫的~．屬西烈的、有西
26:29 瑪拿西的~．屬瑪吉的、有瑪
26:30 基列的~．屬伊以謝的、有伊
26:35 以法蓮的~．屬書提拉的、有
26:36 書提拉的~．屬以蘭的、有以
26:38 便雅憫的~．屬比拉的、有比
26:40 比拉的~是亞勒、乃幔．屬亞
26:42 但的~．屬書含的、有書含族
26:44 亞設的~．屬音拿的、有音拿
26:45 比利亞的~．屬希別的、有希
26:48 拿弗他利的~．屬雅薛的、有
士 9: 2 是耶路巴力的~七十人都管理
 9: 5 將他弟兄耶路巴力的~七十人
 9:18 將他~七十人殺在一塊磐石上
12: 9 他給~從外鄉娶了三十個媳婦

撒上16: 1 因為我在他~之內、預定一個
16: 5 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自潔、
28:19 明日你和你~必與我在一處了

撒下 8:18 利提人、大衛的~都作領袖。
 9:10 你和你的~、僕人、要為你主
13:23 押沙龍請王的~與他同去。
13:27 暗嫩、和王的~、與他同去。
13:29 王的~都起來、各人騎上騾子
13:30 押沙龍將王的~都殺了、沒有

13:32 不要以為王的~少年人都殺了
13:33 以為王的~都死了．只有暗嫩
13:35 王的~都來了．果然與你僕人
13:36 王的~都到了、放聲大哭．王

王上 1: 9 就是王的~、並所有作王臣僕
 1:19 請了王的~、和祭司亞比亞他
 1:25 請了王的~和軍長、並祭司亞
 2: 7 你當恩待基列人巴西萊的~、
11:20 拔就與法老的~一同住在法老

王下 9:26 和他~的血．我必在這塊田上
10: 1 老、和教養亞哈~的人、說、
10: 2 既有你們主人的~、和車馬、
10: 3 就可以在你們主人的~中、選
10: 5 並教養~的人、打發人去見耶
10: 6 要將你們主人~的首級、帶到
10: 8 他們將王~的首級送來了。耶
10:13 去、要問王、和太后的~安。
20:18 並且從你本身所生的~、其中
25: 7 在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並

代上 3:21 還有利法雅的~、亞珥難的眾
 3:21 亞珥難的~、俄巴底亞的眾子
 3:21 俄巴底亞的~、示迦尼的眾子
 3:21 巴底亞的眾子、示迦尼的~。
 9: 5 有長子亞帥雅、和他的~。
11:34 基孫人哈深的~、哈拉人沙基
14: 4 在耶路撒冷所生的~、是沙母
18:17 大衛的~都在王的左右作領袖
26:29 基拿尼雅和他~作官長和士師
27:32 摩尼的兒子耶歇作王~的師傅
28: 4 在我父的~裏喜悅我、立我作
29:24 並大衛王的~、都順服所羅門

代下 5:12 耶杜頓和他們的~眾弟兄、都
11:23 使他~分散在猶大和便雅憫全
23:11 耶何耶大和~膏他．眾人說、
24: 7 婦亞他利雅的~曾拆毀　神的
24:27 至於他的~、和他所受的警戒
29:11 我的~阿、現在不要懈怠、因
拉 6:10 又為王、和王~的壽命祈禱。
 7:23 忿怒臨到王、和王~的國呢。
 8:18 和他的~、與弟兄、共一十八
 8:19 並他的~、和弟兄、共二十人
斯 9:25 並吩咐把他和他的~、都挂在

伯 1: 6 　神的~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
 2: 1 　神的~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
38: 7 同歌唱、　神的~也都歡呼。
詩29: 1 　神的~阿、你們要將榮耀能
73:15 講、這就是以奸詐待你的~。
89: 6 神的~中、誰能像耶和華呢。
132:12 你的~若守我的約、和我所教
箴 4: 1 ~阿、要聽父親的教訓、留心
 5: 7 ~阿、現在要聽從我、不可離
 7:24 ~阿、現在要聽從我、留心聽
 8:32 ~阿、現在要聽從我．因為謹
17: 2 之子、又在~中、同分產業。
賽29:23 但他看見他的~、就是我手的
39: 7 並且從你本身所生的~、其中
43: 6 將我的~從遠方帶來、將我的
45:11 至於我的~、並我手的工作、
49:22 他們必將你的~懷中抱來、將
51:20 你的~發昏、在各市口上躺臥
60: 4 你的~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
60: 9 將你的~、連他們的金銀、從
耶35: 3 並他~、以及利甲全族的人、
35: 4 伊基大利的兒子哈難~的屋子
39: 6 西底家眼前殺了他的~、又殺
40: 8 並尼陀法人以斐的~、瑪迦人
48:46 因你的~都被擄去．你的眾女
52:10 殺了他的~．又在利比拉殺了
哀 4: 2 錫安寶貴的~、好比精金、現
結 2: 4 這~、面無羞恥、心裏剛硬．
亞 9:13 我要激發你的~、攻擊希臘〔
 9:13 完〕的~、使你如勇士的刀。
羅 8:19 切望等候　神的~顯出來。
來12: 8 管教原是~所共受的、你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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