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 圣经(104次)

新约(5次)
福音书(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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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féi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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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历史书(17)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5)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4) 出埃及记(1) 利未记(4)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99次)

以赛亚书(23)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43)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3) 诗篇(7)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27: 9 给我拿两只~山羊羔来、我便
27:28 地上的~土、并许多五谷新酒
27:39 地上的~土必为你所住、天上
30:41 到羊群~壮配合的时候、雅各
30:42 就归拉班、~壮的就归雅各。
41: 2 美好、又~壮在芦荻中吃草。
41: 4 又~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
41: 5 七个穗子、又~大、又佳美。
41: 7 吞了那七个又~大又饱满的穗
41:18 又~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
41:20 吃尽了那以先的七只~母牛。
45:18 你们也要吃这地~美的出产。
49:15 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
49:20 亚设之地必出~美的粮食、且
出29:22 和~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
利 3: 9 和整~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
 7: 3 又要将~尾巴、和盖脏的脂油
 8:25 和~尾巴、并脏上一切的脂油
 9:19 ~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腰
民13:20 又看那地土是~美、是瘠薄、
申31:20 身体~胖、就必偏向别神事奉
32:15 但耶书仑渐渐~胖、粗壮、光
士 3:17 矶伦、原来伊矶伦极其~胖。
 3:22 剑被~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

撒上 2:29 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己呢
28:24 急忙将家里的一只~牛犊宰了

撒下 6:13 大卫就献牛、与~羊为祭。
王上 1: 9 ~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

 1:19 ~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
 1:25 ~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
 4:23 ~牛十只、草场的牛二十只、
 4:23 有鹿、羚羊、麃子、并~禽。

王下19:23 极高之处、进入~田的树林。
代上 4:40 寻得~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
尼 5:18 六只~羊．又预备些飞禽、每
 8:10 你们去吃~美的、喝甘甜的、
 9:25 ~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
 9:25 身体~胖、因你的大恩、心中
 9:35 所赐给他们这广大~美之地上
伯15:27 的脸蒙上脂油、腰积成~肉。
36:16 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甘。
39: 4 这子渐渐~壮、在荒野长大、

诗22:29 地上一切丰~的人、必吃喝而
36: 8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甘、得以
63: 5 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油．
65: 9 使地大得~美．　神的河满了
66:15 我要把~牛作燔祭、将公羊的
78:31 杀了他们内中的~壮人、打倒
107:34 使~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
箴15:17 爱、强如吃~牛、彼此相恨。
赛 1:11 和~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
 5: 1 有葡萄园、在~美的山冈上．
 5:17 丰~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
10:16 必使亚述王的~壮人变为瘦弱
10:18 和~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
10:27 那轭也必因~壮的缘故撑断。
11: 6 并~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
16:10 从~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
17: 4 他~胖的身体、必渐瘦弱。
25: 6 必为万民用~甘设摆筵席、用
25: 6 用陈酒和满髓的~甘、并澄清
28: 1 住在~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
28: 4 就是在~美谷山上的、必像夏
29:17 利巴嫩变为~田、肥田看如树
29:17 ~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
30:23 并使地所出的粮~美丰盛．到
32:15 旷野就变为~田、肥田看如树
32:15 就变为肥田、~田看如树林。
32:16 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田。
34: 7 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润。
37:24 极高之处、进入~田的树林。
55: 2 美物、得享~甘、心中喜乐。
59:10 我们在~壮人中、像死人一般
耶 2: 7 我领你们进入~美之地、使你
 2:22 多用~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
 3:19 就是万国中~美的产业．我又
 4:26 ~田变为荒地、一切城邑在耶
 5:28 他们~胖光润、作恶过甚、不
31:14 我必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
46:20 埃及是~美的母牛犊．但出于
46:21 好像圈里的~牛犊．他们转身
48:33 ~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
结17: 5 栽于~田里、插在大水旁、如
17: 8 这树栽于~田多水的旁边、好

24: 4 就是一切~美的肉块、腿和肩
34: 3 宰~壮的、却不牧养群羊。
34:14 也在以色列山~美的草场吃草
34:16 只是~的壮的、我必除灭．也
34:18 你们这些~壮的羊、在美好的
34:20 我必在~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
39:18 羊、公牛、都是巴珊的~畜。
但 1:15 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胖
11:24 他必来到国中极~美之地、行
何10: 1 地土越~美、就越造美丽的柱
10:11 我却将轭加在它~美的颈项上
摩 5:22 也不顾你们用~畜献的平安祭
哈 1:16 因他由此得~美的分、和富裕
亚11:16 却要吃~羊的肉、撕裂他的蹄
玛 4: 2 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犊
太22: 4 牛和~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
路15:23 把那~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
15:27 无病的回来、把~牛犊宰了。
15:30 来了、你倒为他宰了~牛犊。
罗11:17 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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