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 聖經(102次)

新約(33次)
福音書(4)
歷史書(1)
保羅書信(25)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1)
羅馬書(5)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6)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10) 
帖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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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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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歷史書(9)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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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69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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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31) 約伯記(3) 詩篇(18) 箴言(6) 傳道書(4) 雅歌(0)

創21: 8 亞伯拉罕設擺~盛的筵席。
41:29 埃及遍地必來七個大~年．
41:30 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收
41:31 大、便不覺得先前的~收了。
41:34 當七個~年的時候、征收埃及
41:35 叫他們把將來~年一切的糧食
41:47 七個~年之內、地的出產極豐
41:47 地的出產極~極盛。〔原文作
41:48 斂埃及地七個~年一切的糧食
41:53 埃及地的七個~年一完、
出34: 6 怒、並有~盛的慈愛和誠實。
民14:18 並有~盛的慈愛、赦免罪孽和
申33:19 因為他們要吸取海裏的~富、
撒下24:14 因為他有~盛的憐憫．我不願
代上21:13 因為他有~盛的憐憫．我不願

29:12 ~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
29:28 享受~富、尊榮、就死了．他

代下 1:11 並不求資財~富尊榮、也不求
 1:12 也必賜你資財~富尊榮．在你
31:10 的民．所剩下的才這樣~盛。
尼 9:17 有~盛慈愛的　神、並不丟棄
斯 1: 4 他把他榮耀之國的~富、和他
伯31:25 我若因財物~裕、因我手多得
36:31 審判眾民、且賜~富的糧食。
38:27 使荒廢淒涼之地得以~足、青
詩 4: 7 勝過那~收五穀新酒的人。
 5: 7 我必憑你~盛的慈愛進入你的
22:29 地上一切~肥的人、必吃喝而
37:11 受地土、以~盛的平安為樂。
51: 1 按你~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52: 7 只倚仗他~富的財物、在邪惡
66:12 火．你卻使我們到~富之地。
69:13 求你按你~盛的慈愛、憑你拯
69:16 求你按你~盛的慈悲、回轉眷
86: 5 有~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
86:15 怒、並有~盛的慈愛和誠實。
103: 8 輕易發怒、且有~盛的慈愛。
104:13 因他作為的功效、地就~足。
104:24 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富。
106: 7 不記念你~盛的慈愛、反倒在
106:45 的約、照他~盛的慈愛後悔。
130: 7 因他有慈愛、有~盛的救恩。

132:15 我要使其中的糧食~滿、使其
箴 8:18 ~富尊榮在我．恆久的財並公
11:25 必得~裕．滋潤人的、必得滋
13: 4 卻無所得．殷勤人必得~裕。
15:15 苦．心中歡暢的、常享~筵。
21: 5 足致~裕．行事急躁的、都必
28:25 倚靠耶和華的、必得~裕。
傳 5:10 貪愛~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
 5:12 富足人的~滿、卻不容他睡覺
 5:19 　神賜人資財~富、使他能以
 6: 2 ~富、尊榮、以致他心裏所願
賽 5:17 ~肥人的荒場被遊行的人吃盡
23: 2 來靠航海西頓的商家得~盛的
30:23 並使地所出的糧肥美~盛．到
33: 6 有~盛的救恩、並智慧、和知
60: 5 因為大海~盛的貨物必轉來歸
63: 7 照他的憐恤和~盛的慈愛賜給
66:11 使他們得他~盛的榮耀、猶如
耶33: 6 又將~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
結17: 3 羽毛~滿、彩色俱備、來到利
26: 2 他既變為荒場、我必~盛．
27:25 你便在海中~富極其榮華。
27:33 貨物、使地上的君王~富。
36:29 也必命五穀~登、不使你們遭
珥 2:13 有~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
拿 4: 2 有~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
亞 1:17 必再~盛發達．耶和華必再安
路12:15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富。
12:16 說、有一個財主、田產~盛．
約 1:16 從他~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
10:10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盛。
徒14:17 賞賜~年、叫你們飲食飽足、
羅 2: 4 還是你藐視他~富的恩慈、寬
 9:23 又要將他~盛的榮耀、彰顯在
11:12 的富足．何況他們的~滿呢。
11:33 　神~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
15:29 必帶著基督~盛的恩典而去。

林前 4: 8 已經~富了、不用我們、自己
弗 1: 7 赦免、乃是照他~富的恩典．
 1:18 的基業、有何等~盛的榮耀．
 2: 4 然而　神既有~富的憐憫．因
 2: 7 要將他極~富的恩典、就是他

 3: 8 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富、
 3:16 求他按著他~盛的榮耀、藉著
腓 4:12 也知道怎樣處~富、或飽足、
 4:19 我的　神必照他榮耀的~富、
西 1: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盛、在
 1:27 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盛的榮耀
 2: 2 以致~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
 2: 2 以致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
 2: 9 因為　神本性一切的~盛、都
 2:10 你們在他裏面也得了~盛。他
 3:16 ~豐富富的存在心裏、〔或作
 3:16 豐~富富的存在心裏、〔或作
 3:16 把基督的道理~豐富富的存在
 3:16 基督的道理豐~富富的存在心

提前 1: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盛、使
彼後 1:11 必叫你們~豐富富的、得以進

 1:11 必叫你們豐~富富的、得以進
啟 5:12 ~富、智慧、能力、尊貴、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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