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给 圣经(92次)

新约(21次)
福音书(13)
历史书(3)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3)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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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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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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历史书(43)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6)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8)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3) 申命记(3)
旧约(71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5)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1) 诗篇(0) 箴言(2) 传道书(2) 雅歌(0)

创25: 6 伯拉罕把财物~他庶出的众子
民26:53 的数目、将地~这些人为业。
26:54 你要把产业多~他们、人少的
26:54 你要把产业少~他们、要照被
26:54 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各人。
26:56 多、人数少、把产业~他们。
26:62 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他们产业
27: 4 我们父亲的弟兄中~我们产业
27: 7 把地~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
31:42 摩西从打仗的人取来~他们的
33:54 要把产业多~他们、人少的、
33:54 要把产业少~他们、拈出何地
34:29 在迦南地把产业~以色列人的
36: 2 西罗非哈的产业~他的众女儿
申21:16 到了把产业~儿子承受的时候
21:17 将产业多加一~他、因这儿子
26:12 要~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
书11:23 将地~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
12: 7 以色列支派的宗族~他们为业
13: 6 将这地拈阄~以色列人为业．
13: 7 现在你要把这地~九个支派、
13:14 没有把产业~他们．他们的产
13:15 便支派的宗族、~他们产业．
13:24 得支派的宗族、~他们产业．
13:29 摩西把产业~玛拿西半支派、
13:32 摩押平原、所~他们的产业。
13:33 摩西没有把产业~他们．耶和
14: 1 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他们的
14: 2 把产业拈阄~九个半支派。
14: 3 已经把产业~那两个半支派、
14: 3 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利未人
14: 4 所以没有把地~利未人、但给
15:13 ~耶孚尼的儿子迦勒．亚巴是
16: 9 庄．这都是~以法莲子孙的．
17: 4 摩西在我们弟兄中~我们产业
17: 4 他们伯叔中、把产业~他们。
17:14 阄一段之地、~我们为业呢。
18: 2 个支派、还没有~他们地业。
18:10 色列人的支派、将地~他们。
21: 8 城邑的郊野、按阄~利未人。
22: 7 摩西早已在巴珊~他们地业．
22: 7 ~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

23: 4 我已经拈阄~你们各支派为业
撒上 1: 4 将祭肉~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

 1: 7 以利加拿都以双~哈拿．毗尼
30:22 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他们．
30:23 不可不~他们、因为他保佑我

撒下 6:19 并且~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
代上16: 3 并且~以色列人、无论男女、
代下31: 4 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他们

31:15 兄大小、都按着班次~他们。
31:16 殿、按班次供职的、也~他。
31:17 又按宗族家谱~祭司、按班次
31:17 按班次职任~二十岁以外的利
31:18 ~他们会中的妻子、儿女、因
31:19 ~亚伦子孙、住在各城郊野祭
35:12 按着宗族的班次~众民、好照
尼 8:10 就~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
 8:12 也~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
13:13 分是将所供给的~他们的弟兄
伯41: 6 当货物么、能把他~商人么。
箴22: 9 必蒙福．因他将食物~穷人。
31:15 把食物~家中的人．将当作的
传11: 2 你要~七人、或分给八人、因
11: 2 或~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
赛58: 7 ~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
结45: 1 要献上一~耶和华为圣供地、
45: 8 却要按支派将地~以色列家。
47:23 你们就在那里~他地业．这是
48:29 是你们要拈阄~以色列支派为
弥 2: 4 他将我们的田地~悖逆的人。
太16: 9 ~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
16:10 ~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
19:21 ~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可 6:41 面前．也把那两条鱼~众人。
 8:19 我擘开那五个饼~五千人、你
 8:20 又擘开那七个饼~四千人、你
10:21 ~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路 3:11 就~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
15:12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我．他
15:12 我．他父亲就把产业~他们。
18:22 ~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约 6: 9 只是~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6:11 就~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

徒 2:45 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各人。
 4:35 照各人所需用的、~各人。
13:19 的人、就把那地~他们为业。
罗 1:11 要把些属灵的恩赐~你们、使
12: 3 要照着　神所~各人信心的大

林前 7:17 只要照主所~各人的、和　神
12:11 灵所运行、随己意~各人的。
弗 4:28 就可有余、~那缺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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