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飽 聖經(101次)

新約(21次)
福音書(15)
歷史書(2)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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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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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16)
歷史書(7)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2)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3) 利未記(3) 民數記(0) 申命記(8)
舊約(80次)

以賽亞書(8)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3) 約珥書(2)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1)
詩歌智慧書(29) 約伯記(3) 詩篇(14) 箴言(11) 傳道書(1) 雅歌(0)

創41: 7 了那七個又肥大又~滿的穗子
41:22 七個穗子、又~滿、又佳美．
出16: 3 吃得~足．你們將我們領出來
16: 8 早晨必給你們食物得~、因為
16:12 早晨必有食物得~、你們就知
利25:19 你們就要吃~、在那地上安然
26: 5 並且要吃得~足、在你們的地
26:26 你們、你們要吃、也吃不~。
申 6:11 所栽種的、你吃了而且~足．
 8:10 你吃得~足、就要稱頌耶和華
 8:12 恐怕你吃得~足、建造美好的
11:15 也必使你吃得~足、並使田野
14:29 吃得~足．這樣、耶和華你的
23:24 可以隨意吃~了葡萄、只是不
26:12 使他們在你城中可以吃得~足
31:20 他們在那裏吃得~足、身體肥
得 2:14 他、他吃~了、還有餘剩的。
 2:18 又把他吃~了、所剩的給了婆

撒上 2: 5 素來~足的、反作傭人求食、
王上22:27 吃不~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
代下18:26 吃不~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

31:10 我們不但吃~、且剩下的甚多
尼 9:25 他們就吃而得~、身體肥胖、
伯27:14 所殺．他的子孫必不得~食。
31:31 誰不以主人的食物吃~呢．
38:39 們抓取食物、使他們~足麼。
詩22:26 謙卑的人必吃得~足．尋求耶
36: 8 得以~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
37:19 在饑荒的日子、必得~足。
59:15 物．若不得~、就終夜在外。
63: 5 我的心就像~足了骨髓肥油．
78:25 他賜下糧食、使他們~足。
78:29 而且~足．這樣、就隨了他們
81:16 磐石出的蜂蜜、叫他們~足。
90:14 求你使我們早早~得你的慈愛
104:28 來．你張手、他們~得美食。
105:40 用天上的糧食、叫他們~足。
107: 9 使心裏饑餓的人、得~美物。
132:15 食豐滿、使其中的窮人~足。
145:16 手、使有生氣的都隨願~足。
箴 7:18 我們可以~享愛情、直到早晨
12:11 必得~食．追隨虛浮的、卻是

12:14 必~得美福．人手所作的、必
13:25 義人吃得~足．惡人肚腹缺糧
18:20 他嘴所出的、必使他~足。
20:13 貧窮．眼要睜開、你就吃~。
25:16 已．恐怕你過~就嘔吐出來。
27: 7 人吃~了、厭惡蜂房的蜜．人
28:19 必得~食．追隨虛浮的、足受
30: 9 恐怕我~足不認你、說、耶和
30:22 就是僕人作王．愚頑人吃~．
傳 1: 8 看、看不~、耳聽、聽不足。
賽 9:20 仍不~足．各人吃自己膀臂上
23:18 使他們吃~、穿耐久的衣服。
43:24 也沒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足
44:16 把一分烤肉吃~．自己烤火說
55: 2 碌得來的買那不使人~足的呢
56:11 不知~足．這些牧人不能明白
56:12 我們~飲濃酒．明日必和今日
66:11 你們在他安慰的懷中吃奶得~
耶 5: 7 我使他們~足、他們就行姦淫
 5: 8 他們像餵~的馬、到處亂跑、
31:25 我使他~飫、愁煩的人、我使
44:17 因為那時我們吃~飯、享福樂
46:10 刀劍必吞吃得~、飲血飲足．
50:19 上、和基列境內、得以~足。
哀 3:15 苦楚充滿我、使我~用茵蔯。
 5: 6 和亞述人、為要得糧吃~。
結 7:19 也不能使肚腹~滿、因為這金
16:49 糧食~足、大享安逸、並沒有
32: 4 上、使遍地的野獸吃你得~。
39:19 必吃~了脂油、喝醉了血。
39:20 們必在我席上~吃馬匹和坐車
何 4:10 卻不得~．行淫、而不得立後
13: 6 些民照我所賜的食物得了~足
13: 6 既得~足心就高傲、忘記了我
珥 2:19 使你們~足．我也不再使你們
 2:26 你們必多吃而得~足、就讚美
彌 6:14 卻吃不~．你的虛弱必顯在你
該 1: 6 卻不得~、喝、卻不得足、穿
太 5: 6 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足。
14:20 並且吃~了．把剩下的零碎收
15:33 多的餅、叫這許多人吃~呢。
15:37 並且吃~了、收拾剩下的零碎

可 4:28 再後穗上結成~滿的子粒。
 6:42 他們都吃、並且吃~了。
 7:27 讓兒女們先吃~．不好拿兒女
 8: 4 裏能得餅、叫這些人吃~呢。
 8: 8 並且吃~了．收拾剩下的零碎
路 1:53 叫饑餓的得~美食、叫富足的
 6:21 因為你們將要~足。你們哀哭
 6:25 你們~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
 9:17 並且都吃~了．把剩下的零碎
約 6:12 他們吃~了、耶穌對門徒說、
 6:26 見了神蹟、乃是因吃餅得~。
徒14:17 叫你們飲食~足、滿心喜樂。
27:38 他們吃~了、就把船上的麥子

林前 4: 8 你們已經~足了、已經豐富了
腓 4:12 或~足、或饑餓、或有餘、或
雅 2:16 願你們穿得暖吃得~．卻不給
啟19:21 了．飛鳥都吃~了他們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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