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肥 聖經(104次)

新約(5次)
福音書(4)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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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fé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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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歷史書(1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5)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4) 出埃及記(1) 利未記(4)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99次)

以賽亞書(23)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43)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3) 詩篇(7)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27: 9 給我拿兩隻~山羊羔來、我便
27:28 地上的~土、並許多五穀新酒
27:39 地上的~土必為你所住、天上
30:41 到羊群~壯配合的時候、雅各
30:42 就歸拉班、~壯的就歸雅各。
41: 2 美好、又~壯在蘆荻中吃草。
41: 4 又~壯的七隻母牛．法老就醒
41: 5 七個穗子、又~大、又佳美。
41: 7 吞了那七個又~大又飽滿的穗
41:18 又~壯、又美好、在蘆荻中吃
41:20 吃盡了那以先的七隻~母牛。
45:18 你們也要吃這地~美的出產。
49:15 以~地為美、便低肩背重、成
49:20 亞設之地必出~美的糧食、且
出29:22 和~尾巴、並蓋臟的脂油、與
利 3: 9 和整~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
 7: 3 又要將~尾巴、和蓋臟的脂油
 8:25 和~尾巴、並臟上一切的脂油
 9:19 ~尾巴、並蓋臟的脂油、與腰
民13:20 又看那地土是~美、是瘠薄、
申31:20 身體~胖、就必偏向別神事奉
32:15 但耶書崙漸漸~胖、粗壯、光
士 3:17 磯倫、原來伊磯倫極其~胖。
 3:22 劍被~肉夾住、他沒有從王的

撒上 2:29 以色列所獻美好的祭物~己呢
28:24 急忙將家裏的一隻~牛犢宰了

撒下 6:13 大衛就獻牛、與~羊為祭。
王上 1: 9 ~犢、請他的諸弟兄、就是王

 1:19 ~犢、請了王的眾子、和祭司
 1:25 ~犢、請了王的眾子和軍長、
 4:23 ~牛十隻、草場的牛二十隻、
 4:23 有鹿、羚羊、麃子、並~禽。

王下19:23 極高之處、進入~田的樹林。
代上 4:40 尋得~美的草場地又寬闊、又
尼 5:18 六隻~羊．又預備些飛禽、每
 8:10 你們去吃~美的、喝甘甜的、
 9:25 ~美的地土、充滿各樣美物的
 9:25 身體~胖、因你的大恩、心中
 9:35 所賜給他們這廣大~美之地上
伯15:27 的臉蒙上脂油、腰積成~肉。
36:16 擺在你席上的、必滿有~甘。
39: 4 這子漸漸~壯、在荒野長大、

詩22:29 地上一切豐~的人、必吃喝而
36: 8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甘、得以
63: 5 我的心就像飽足了骨髓~油．
65: 9 使地大得~美．　神的河滿了
66:15 我要把~牛作燔祭、將公羊的
78:31 殺了他們內中的~壯人、打倒
107:34 使~地變為鹼地．這都因其間
箴15:17 愛、強如吃~牛、彼此相恨。
賽 1:11 和~畜的脂油、我已經夠了．
 5: 1 有葡萄園、在~美的山岡上．
 5:17 豐~人的荒場被遊行的人吃盡
10:16 必使亞述王的~壯人變為瘦弱
10:18 和~田的榮耀、全然燒盡．好
10:27 那軛也必因~壯的緣故撐斷。
11: 6 並~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他
16:10 從~美的田中、奪去了歡喜快
17: 4 他~胖的身體、必漸瘦弱。
25: 6 必為萬民用~甘設擺筵席、用
25: 6 用陳酒和滿髓的~甘、並澄清
28: 1 住在~美谷的山上、他們心裏
28: 4 就是在~美谷山上的、必像夏
29:17 利巴嫩變為~田、肥田看如樹
29:17 ~田看如樹林、不是只有一點
30:23 並使地所出的糧~美豐盛．到
32:15 曠野就變為~田、肥田看如樹
32:15 就變為肥田、~田看如樹林。
32:16 居在曠野、公義要居在~田。
34: 7 血、他們的塵土因脂油~潤。
37:24 極高之處、進入~田的樹林。
55: 2 美物、得享~甘、心中喜樂。
59:10 我們在~壯人中、像死人一般
耶 2: 7 我領你們進入~美之地、使你
 2:22 多用~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跡
 3:19 就是萬國中~美的產業．我又
 4:26 ~田變為荒地、一切城邑在耶
 5:28 他們~胖光潤、作惡過甚、不
31:14 我必以~油使祭司的心滿足．
46:20 埃及是~美的母牛犢．但出於
46:21 好像圈裏的~牛犢．他們轉身
48:33 ~田和摩押地的歡喜快樂、都
結17: 5 栽於~田裏、插在大水旁、如
17: 8 這樹栽於~田多水的旁邊、好

24: 4 就是一切~美的肉塊、腿和肩
34: 3 宰~壯的、卻不牧養群羊。
34:14 也在以色列山~美的草場吃草
34:16 只是~的壯的、我必除滅．也
34:18 你們這些~壯的羊、在美好的
34:20 我必在~羊和瘦羊中間施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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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來到國中極~美之地、行
何10: 1 地土越~美、就越造美麗的柱
10:11 我卻將軛加在牠~美的頸項上
摩 5:22 也不顧你們用~畜獻的平安祭
哈 1:16 因他由此得~美的分、和富裕
亞11:16 卻要吃~羊的肉、撕裂他的蹄
瑪 4: 2 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裏的~犢
太22: 4 牛和~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
路15:23 把那~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
15:27 無病的回來、把~牛犢宰了。
15:30 來了、你倒為他宰了~牛犢。
羅11:17 中、一同得著橄欖根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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