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飯 聖經(84次)

新約(22次)
福音書(16)
歷史書(3)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6)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3)
羅馬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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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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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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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歷史書(3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6) 撒母耳記下(9) 列王記上(13) 列王記下(3)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6) 出埃及記(3)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2)
舊約(62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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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詩歌智慧書(9) 約伯記(5) 詩篇(4)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31:54 請眾弟兄來~．他們吃了飯、
37:25 他們坐下~、舉目觀看、見有
43:16 席、因為晌午這些人同我~。
43:25 因為他們聽見要在那裏~。
43:32 也為和約瑟同~的埃及人另擺
43:32 埃及人不可和希伯來人一同~
出 2:20 撇下他呢、你們去請他來~。
18:12 與摩西的岳父在　神面前~。
34:28 也不~、也不喝水．耶和華將
利14:47 在房子裏~的、也必洗衣服。
申 9: 9 晝夜、沒有~、也沒有喝水。
 9:18 晝夜、沒有~、也沒有喝水。
士19: 8 偏西再走．於是二人一同~。
得 2:14 到了~的時候、波阿斯對路得
撒上 1: 7 是激動他、以致他哭泣不~。

 1: 8 不~、心裏愁悶呢．有我不比
 1:18 於是婦人走去~、面上再不帶
20:24 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
20:27 為何昨日今日、沒有來~呢。
20:34 在這初二日沒有~．他因見父

撒下 3:35 眾民來勸大衛~、但大衛起誓
 3:35 我若在日頭未落以前~、或吃
 9: 7 你、你也可以常與我同席~。
 9:10 他卻要常與我同席~。洗巴有
 9:11 米非波設必與我同席~、如王
 9:13 常與王同席~．他兩腿都是瘸
12:17 卻不肯起來、也不同他們~。
12:21 泣．孩子死了、你倒起來~。
19:28 同人~。、我現在向王還能辨

王上 2: 7 使他們常與你同席~、因為我
13: 7 請你同我回去~、加添心力、
13: 8 進去、也不在這地方~喝水、
13: 9 不可在伯特利~喝水、也不可
13:15 知對他說、請你同我回家~。
13:16 也不可在這裏同你~喝水．
13:17 你在那裏不可~喝水、也不可
13:18 叫他~喝水．這都是老先知誆
13:19 先知回去、在他家裏~喝水。
13:22 在耶和華禁止你~喝水的地方
21: 4 在床上、轉臉向內、也不~。
21: 5 甚麼心裏這樣憂悶、不~呢．
21: 7 心裏暢暢快快的~、我必將耶

王下 4: 8 強留他~。此後、以利沙每從
 4: 8 沙每從那裏經過、就進去~。
25:29 他終身常在巴比倫王面前~。
拉10: 6 到了那裏不~、也不喝水．因
尼 5:17 長、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
伯 1:13 在他們長兄的家裏、~喝酒、
 1:18 在他們長兄的家裏、~喝酒．
 3:24 我未曾~、就發出歎息、我唉
20:23 正在他~的時候、要將這忿怒
42:11 在他家裏一同~．又論到耶和
詩14: 4 如同~一樣、並不求告耶和華
53: 4 他們吞吃我的百姓如同~一樣
102: 4 如草枯乾、甚至我忘記~。
102: 9 如同~．我所喝的與眼淚攙雜
賽29: 8 夢中~、醒了仍覺腹空．或像
耶41: 1 大利．他們在米斯巴一同~。
52:33 他終身在巴比倫王面前~。
結12:18 你~必膽戰、喝水必惶惶憂慮
12:19 他們~必憂慮、喝水必驚惶．
俄 1: 7 與你一同~的設下網羅陷害你
太 9:11 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呢
15: 2 因為~的時候、他們不洗手。
15:20 至於不洗手~、那卻不污穢人
可 2:16 看見耶穌和罪人並稅吏一同~
 6:31 人多、他們連~也沒有工夫。
 7: 2 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
 7: 3 傳、若不仔細洗手、就不~．
 7: 4 也不~、還有好些別的規矩、
 7: 5 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呢。
路 7:36 請耶穌和他~．耶穌就到法利
11:37 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他~
14: 1 一個法利賽人的首領家裏去~
14:15 說、在　神國裏~的有福了。
15: 2 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
17: 7 就對他說、你快來坐下~呢．
約13:18 同我~的人、用腳踢我。』
徒11: 3 之人的家、和他們一同~了。
27:33 保羅勸眾人都~、說、你們懸
27:34 所以我勸你們~、這是關乎你

林前 5:11 他相交．就是與他~都不可。
加 2:12 他和外邦人一同~．及至他們
帖後 3:10 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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