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宗 聖經(91次)

新約(50次)
福音書(16)
歷史書(24)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7)
使徒行傳(24)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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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伯來書(2)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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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歷史書(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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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埃及記(9) 利未記(3) 民數記(8) 申命記(0)
舊約(41次)

以賽亞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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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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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0) 詩篇(11)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46:34 連我們的~也都以此為業。這
47: 3 連我們的~、也是牧羊的。
出 3:13 你們~的　神打發我到你們這
 3:15 耶和華你們~的　神、就是亞
 3:16 耶和華你們~的　神、就是亞
 4: 5 叫他們信耶和華他們~的　神
10: 6 自從你~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
10: 6 從你祖宗和你~的祖宗在世以
10: 6 你祖宗和你祖宗的~在世以來
13: 5 就是他向你的~起誓應許給你
13:11 和華照他向你和你~所起的誓
利25:41 本家、到他~的地業那裏去．
26:39 和~的罪孽、在仇敵之地消滅
26:40 和他們~的罪、就是干犯我的
民11:12 到你起誓應許給他們~的地去
14:23 見我向他們的~所起誓應許之
18: 2 就是你~支派的人前來、使他
26:55 他們要按著~各支派的名字、
36: 3 就必將我們~所遺留的產業、
36: 4 我們~支派的產業就減少了。
36: 7 色列人要各守各~支派的產業
36: 8 列人、各自承受他~的產業。
書24: 3 我將你們的~亞伯拉罕、從大
王下17:41 效法他們的~、直到今日。
代上 9:19 他們的~曾管理耶和華的營盤

24:19 的　神藉他們~亞倫所吩咐的
代下29: 9 所以我們的~倒在刀下、我們
詩22: 4 我們的~倚靠你．他們倚靠你
49:19 他仍必歸到他歷代的~那裏、
78: 3 也是我們的~告訴我們的。
78: 5 是他吩咐我們~、要傳給子孫
78: 8 不要像他們的~、是頑梗悖逆
78:12 在他們~的眼前、施行奇事。
78:57 像他們的~一樣．他們改變、
95: 9 那時你們的~試我探我、並且
106: 6 我們與我們的~一同犯罪．我
106: 7 我們的~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
109:14 願他~的罪孽被耶和華記念．
箴19:14 是~所遺留的．惟有賢慧的妻
賽51: 2 要追想你們的~亞伯拉罕、和
耶31:32 不像我拉著他們~的手、領他
太 3: 9 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我告

23:30 若是我們在我們~的時候、必
23:32 你們去充滿你們~的惡貫吧。
路 1:73 就是他對我們~亞伯拉罕所起
 3: 8 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我告
 6:23 他們的~待先知也是這樣。
 6:26 因為他們的~待假先知也是這
11:47 那先知正是你們的~所殺的。
11:48 可見你們~所作的事、你們又
約 4:12 我們的~雅各、將這井留給我
 4:20 我們的~在這山上禮拜．你們
 6:31 我們的~在曠野吃過嗎哪、如
 6:49 你們的~在曠野吃過嗎哪、還
 6:58 不像你們的~吃過嗎哪、還是
 8:53 道你比我們的~亞伯拉罕還大
 8:56 你們的~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
徒 3:25 也承受　神與你們~所立的約
 4:25 託你僕人我們~大衛的口、說
 5:30 我們~的　神已經叫他復活。
 7: 2 當日我們的~亞伯拉罕在米所
 7:11 艱難、我們的~、就絕了糧。
 7:12 就打發我們的~、初次往那裏
 7:15 後來他和我們的~都死在那裏
 7:19 苦害我們的~、叫他們丟棄嬰
 7:38 又與我們的~同在、並且領受
 7:39 我們的~不肯聽從、反棄絕他
 7:44 我們的~在曠野、有法櫃的帳
 7:45 我們的~相繼承受、當　神在
 7:51 你們的~怎樣、你們也怎樣。
 7:52 不是你們~逼迫呢．他們也把
13:17 揀選了我們的~、當民寄居埃
13:32 給你們、就是那應許~的話、
13:36 歸到他~那裏、已見朽壞．
15:10 要把我們~和我們所不能負的
22: 3 按著我們~嚴緊的律法受教、
22:14 我們~的　神、揀選了你、叫
24:14 我正按著那道事奉我~的　神
26: 6 為指望　神向我們~所應許的
28:17 和我們~的規條、卻被鎖綁、
28:25 向你們~所說的話、是不錯的
羅 4: 1 我們的~亞伯拉罕、憑著肉體
 4:12 並且按我們的~亞伯拉罕、未
 9: 5 列祖就是他們的~、按肉體說

 9:10 就是從我們的~以撒懷了孕．
林前10: 1 我們的~從前都在雲下、都從
加 1:14 進、為我~的遺傳更加熱心。
來 3: 9 你們的~試我探我、並且觀看
 8: 9 不像我拉著他們~的手、領他
雅 2:21 我們的~亞伯拉罕、把他兒子
彼前 1:18 脫去你們~所傳流虛妄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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