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 圣经(121次)

新约(21次)
福音书(16)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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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 m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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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18)
历史书(52)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18)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7)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7) 历代志下(6)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6) 利未记(2) 民数记(3) 申命记(3)
旧约(100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1) 约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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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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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诗歌智慧书(6) 约伯记(2) 诗篇(2)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1)

创14: 5 在哈~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微
30:14 割~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
41: 5 梦见一棵~子长了七个穗子、
41:22 我又梦见一棵~子、长了七个
出 9:31 麻和大~被雹击打、因为大麦
 9:31 因为大~已经吐穗、麻也开了
 9:32 只是小~和粗麦没有被击打、
 9:32 只是小麦和粗~没有被击打、
29: 2 薄饼．这都要用细~面作成。
34:22 在收割初熟~子的时候、要守
利23:20 和初熟~子作的饼、一同作摇
27:16 若撒大~一贺梅珥、要估价五
民 5:15 又为他带着大~面伊法十分之
15:20 你们要用初熟的~子磨面、作
15:21 世世代代要用初熟的~子磨面
申 8: 8 那地有小~、大麦、葡萄树、
 8: 8 大~、葡萄树、无花果树、石
32:14 与上好的~子、也喝葡萄汁酿
士 6:11 儿子基甸正在酒醡那里打~子
 7:13 梦见一个大~饼滚入米甸营中
15: 1 到割~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
得 1:22 恒、正是动手割大~的时候。
 2: 2 就在谁的身后拾取~穗、拿俄
 2: 3 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穗、他
 2: 7 拾取打捆剩下的~穗、他从早
 2: 8 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穗、也
 2:15 他起来又拾取~穗、波阿斯吩
 2:15 是在捆中拾取~穗也可以容他
 2:17 路得在田间拾取~穗、直到晚
 2:17 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伊法大~
 2:19 你今日在那里拾取~穗、在那
 2:21 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穗、
 2:23 常在一处拾取~穗、直到收完
 2:23 直到收完了大~和小麦．路得
 2:23 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路得
 3: 2 族么．他今夜在场上簸大~、
 3: 7 就去睡在~堆旁边．路得便悄
 3:15 波阿斯就撮了六簸箕大~、帮
 3:17 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对我

撒上 6:13 伯示麦人正在平原收割~子、
12:17 这不是割~子的时候么．我求

撒下 4: 6 假作要取~子、就刺透伊施波

14:30 其中有大~．你们去放火烧了
17:19 又在上头铺上碎~、事就没有
17:28 小~、大麦、麦面、炒谷、豆
17:28 大~、麦面、炒谷、豆子、红
17:28 ~面、炒谷、豆子、红豆、炒
21: 9 子、就是动手割大~的时候。

王上 4:28 将养马与快马的大~和干草、
 5:11 所罗门给希兰~子二万歌珥、

王下 4:42 带着初熟大~作的饼二十个、
 7: 1 二细亚大~也要卖银一舍客勒
 7:16 二细亚大~也卖银一舍客勒、
 7:18 二细亚大~要卖银一舍客勒、

代上 6:46 的儿子、巴尼是沙~的儿子、
 6:47 沙~是末力的儿子、末力是母
 8:12 沙~．沙麦建立阿挪、和罗德
 8:12 沙~建立阿挪、和罗德二城、
11:13 那里有一块长满大~的田、众
21:20 那时阿珥楠正打~子．回头看
21:23 拿~子作素祭．这些我都送给

代下 2:10 给他们打好了的小~二万歌珥
 2:10 大~二万歌珥、酒二万罢特、
 2:15 我主所说的小~、大麦、酒、
 2:15 大~、酒、油、愿我主运来给
27: 5 小~一万歌珥、大麦一万歌珥
27: 5 大~一万歌珥、第二年、第三
拉 6: 9 并所用的~子、盐、酒、油、
 7:22 ~子一百柯珥、酒一百罢特、
尼10:37 并将初熟之~子所磨的面、和
伯31:40 愿这地长蒺藜代替~子、长恶
31:40 长恶草代替大~．约伯的话说
诗81:16 他也必拿上好的~子给他们吃
147:14 安．用上好的~子使你满足。
箴27:22 妄人与打碎的~子一同捣在臼
歌 7: 2 你的腰如一堆~子、周围有百
赛28:25 按行列种小~、在定处种大麦
28:25 在定处种大~、在田边种粗麦
28:25 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呢．
耶 8:20 ~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
12:13 他们种的是~子、收的是荆棘
23:28 糠秕怎能与~子比较呢．这是
41: 8 因为我们有许多大~、小麦、
41: 8 小~、油、蜜、藏在田间．于

结 4: 9 你要取小~、大麦、豆子、红
 4: 9 大~、豆子、红豆、小米、粗
 4: 9 粗~、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
 4:12 像吃大~饼一样、要用人粪在
13:19 你们为两把大~、为几块饼、
27:17 他们用米匿的~子、饼、蜜、
44:30 也要用初熟的~子磨面给祭司
45:13 一贺梅珥~子、要献伊法六分
45:13 一贺梅珥大~、要献伊法六分
何 3: 2 大~一贺梅珥半、买他归我。
珥 1:11 因为大~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
 1:11 因为大麦小~与田间的庄稼都
 2:24 禾场必满了~子．酒醡与油醡
摩 5:11 向他们勒索~子．你们用凿过
 8: 5 我们好摆开~子、卖出用小升
 8: 6 乏人、将坏了的~子卖给人。
太 3:12 把~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
12: 1 从~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
12: 1 门徒饿了、就掐起~穗来吃。
13:25 将稗子撒在~子里、就走了。
13:29 怕薅稗子、连~子也拔出来。
13:30 烧．惟有~子、要收在仓里。
可 2:23 从~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
 2:23 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穗。
路 3:17 把~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
 6: 1 耶稣从~地经过．他的门徒掐
 6: 1 他的门徒掐了~穗、用手搓着
16: 7 一百石~子．管家说、拿你的
22:31 好筛你们、像筛~子一样．
约 6: 9 带着五个大~饼、两条鱼．只
 6:13 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饼的零碎
12:24 一粒~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
徒27:38 就把船上的~子、抛在海里、
林前15:37 即如~子、或是别样的谷．
启 6: 6 一钱银子买一升~子、一钱银
 6: 6 一钱银子买三升大~．油和酒
18:13 ~子、牛、羊、车、马、和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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