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 圣经(169次)

新约(31次)
福音书(19)
历史书(3)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14)
使徒行传(3)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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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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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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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历史书(23)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8)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1) 出埃及记(2) 利未记(8) 民数记(3) 申命记(3)
旧约(138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1) 约珥书(1)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2)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7)
诗歌智慧书(23) 约伯记(3) 诗篇(11) 箴言(7) 传道书(2) 雅歌(0)

创14:11 并一切的~食、都掳掠去了。
24:25 我们家里足有~草、也有住宿
41:35 将来丰年一切的~食聚敛起来
41:36 所积蓄的~食、可以防备埃及
41:48 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食
41:48 把~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
41:48 各城周围田地的~食、都积存
41:54 饥荒、惟独埃及全地有~食。
41:55 众民向法老哀求~食、法老对
41:56 粜~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
41:57 到约瑟那里籴~、因为天下的
42: 1 雅各见埃及有~、就对儿子们
42: 2 我听见埃及有~、你们可以下
42: 3 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籴~去了
42: 5 来籴~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
42: 6 粜~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
42: 7 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籴~。
42:10 不是的、仆人们是籴~来的、
42:19 但你们可以带着~食回去、救
42:25 约瑟吩咐人把~食装满他们的
42:26 他们就把~食驮在驴上、离开
42:33 你们可以带着~食回去、救你
43: 2 他们从埃及带来的~食吃尽了
43: 2 说、你们再去给我籴些~来。
43: 4 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籴~。
43:20 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籴~。
43:22 另外又带下银子来籴~、不知
44: 1 把~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
44: 2 和那少年人籴~的银子、一同
44:25 说、你们再去给我籴些~来。
45:23 驮着~食与饼、和菜、为他父
47:12 约瑟用~食奉养他父亲、和他
47:13 全地都绝了~、甚至埃及地和
47:14 就是众人籴~的银子、约瑟就
47:15 求你给我们~食、我们为什么
47:16 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食
47:17 约瑟就拿~食换了他们的牛、
47:17 的牲畜、就用~食养活他们。
47:19 求你用~食买我们的我们的地
47:24 后来打~食的时候、你们要把
49:20 亚设之地必出肥美的~食、且
出16: 4 我要将~食从天降给你们、百

23:25 他必赐福与你的~、与你的水
利25:22 也要吃陈~、等到第九年出产
25:22 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
25:37 借~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26: 5 你们打~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
26:10 你们要吃陈~、又因新粮挪开
26:10 吃陈粮、又因新~挪开陈粮。
26:10 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
26:26 就是断绝你们的~、那时、必
民15:19 吃那地的~食、就要把举祭献
18:30 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又如
21: 5 这里没有~、没有水、我们的
申 2: 6 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吃、也
 2:28 你可以卖~给我吃、也可以卖
23:19 或是~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
士19:19 其实我有~草可以喂驴、我与
20:10 一万人挑取千人为民运~．等
得 1: 6 自己的百姓、赐~食与他们。
撒上 8:15 你们的~食、和葡萄园所出的

17:25 列人中、免他父家纳~当差。
撒下12:31 们用锯或用打~食的铁器或用

24:22 有打~的器具、和套牛的轭、
王上11:18 法老为他派定~食、又给他房
王下18:32 有~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

25: 3 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食。
代上20: 3 们用锯或用打~食的铁器或用

21:23 把打~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
代下11:11 长、又预备下~食、油、酒。

11:23 又赐他们许多~食、为他们多
拉 3: 7 把~食、酒、油、给西顿人、
尼 5: 2 人口众多．要去得~食度命。
 5: 3 萄园、房屋．要得~食充饥．
 5:10 也将银钱~食借给百姓．我们
 5:11 ~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
 5:15 每日索要~食和酒、并银子四
 9:15 从天上赐下~食充他们的饥、
10:31 带了货物或~食来卖给我们、
11:23 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
伯28: 5 能出~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
36:31 审判众民、且赐丰富的~食。
39:12 岂可信靠他把你的~食运到家
诗37: 3 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

78:20 他还能赐~食么．还能为他的
78:24 吃、将天上的~食赐给他们。
78:25 他赐下~食、使他们饱足。
104:15 油能润人面、得~能养人心。
105:16 将所倚靠的~食、全行断绝。
105:40 并用天上的~食、叫他们饱足
111: 5 他赐~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
132:15 我要使其中的~食丰满、使其
136:25 他赐~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
144:13 能出各样的~食、我们的羊、
箴 6: 8 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食。
11:26 屯~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
13:23 穷人耕种多得~食、但因不义
13:25 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缺~。
28: 3 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食。
30:25 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食．
31:14 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来．
传 9:11 智慧的未必得~食、明哲的未
11: 1 当将你的~食撒在水面、因为
赛 3: 1 就是所倚靠的~、所仗赖的水
 3: 7 因我家中没有~食、也没有衣
 5:10 一贺梅珥谷种只结一伊法~食
23: 3 西曷的~食、尼罗河的庄稼、
28:28 作饼的~食是用磨磨碎、因他
30:23 并使地所出的~肥美丰盛．到
33:16 他的~必不缺乏、〔原文作赐
36:17 之地、有~食和葡萄园之地。
41:15 使你成为有快齿打~的新器具
55:10 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
耶 5:17 和你的~食、是你儿女该吃的
38: 9 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食。
40: 5 于是护卫长送他~食和礼物、
52: 6 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食。
哀 1:11 他们用美物换~食、要救性命
 5: 6 和亚述人、为要得~吃饱。
 5: 9 剑、我们冒着险、才得~食。
结 4:16 就是断绝他们的~、他们吃饼
 4:17 使他们缺~、缺水、彼此惊惶
 5:16 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食．
14:13 就是断绝他们的~、使饥荒临
16:27 减少你应用的~食、又将你交
16:49 ~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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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8 也未曾向借~的弟兄多要、缩
18:13 向借~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
18:17 也未曾向借~的弟兄多要、他
22:12 向借~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
何11: 4 夹板、把~食放在他们面前。
珥 1:16 ~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么
摩 1: 3 因为他以打~食的铁器打过基
 4: 6 在你们各处~食缺乏．你们仍
 8: 5 我们好卖~．安息日几时过去
哈 3:12 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
 3:17 田地不出~食、圈中绝了羊、
玛 3:10 使我家有~、以此试试我、是
太24:45 里的人、按时分~给他们呢。
路 3:14 诈人、自己有钱~就当知足。
12:18 里好收藏我一切的~食和财物
12:42 里的人、按时分~给他们呢。
15:17 口~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么
约 6:31 他从天上赐下~来给他们吃。
 6:32 那从天上来的~、不是摩西赐
 6:32 我父将天上来的真~赐给你们
 6:33 因为　神的~、就是那从天上
 6:34 主阿、常将这~赐给我们。
 6:35 我就是生命的~．到我这里来
 6:41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就私
 6:48 我就是生命的~。
 6:50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叫人
 6:51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
 6:51 人若吃这~、就必永远活着．
 6:51 我所要赐的~、就是我的肉、
 6:58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吃
 6:58 吃这~的人、就永远活着、不
徒 7:11 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
 7:12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就打发
12:20 是从王的地土得~、因此就托
罗13: 6 你们纳~、也为这个缘故．因
13: 7 当得~的、给他纳粮．当得税
13: 7 给他纳~．当得税的、给他上

林前 9: 7 自备~饷呢．有谁栽葡萄园、
 9:10 场的也当存得~的指望去打场

林后 9:10 赐~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
提后 2: 6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食。
来 5:12 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的人。
 5:14 才能吃干~、他们的心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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