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 聖經(121次)

新約(21次)
福音書(16)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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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m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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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書(18)
歷史書(52)

預言書(3)

約書亞記(0) 士師記(3) 路得記(18)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7)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4) 歷
代志上(7)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6) 利未記(2) 民數記(3) 申命記(3)
舊約(100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1) 約珥書(3)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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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7)
詩歌智慧書(6) 約伯記(2) 詩篇(2)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1)

創14: 5 在哈~殺敗了蘇西人、在沙微
30:14 割~子的時候、流便往田裏去
41: 5 夢見一棵~子長了七個穗子、
41:22 我又夢見一棵~子、長了七個
出 9:31 麻和大~被雹擊打、因為大麥
 9:31 因為大~已經吐穗、麻也開了
 9:32 只是小~和粗麥沒有被擊打、
 9:32 只是小麥和粗~沒有被擊打、
29: 2 薄餅．這都要用細~麵作成。
34:22 在收割初熟~子的時候、要守
利23:20 和初熟~子作的餅、一同作搖
27:16 若撒大~一賀梅珥、要估價五
民 5:15 又為他帶著大~麵伊法十分之
15:20 你們要用初熟的~子磨麵、作
15:21 世世代代要用初熟的~子磨麵
申 8: 8 那地有小~、大麥、葡萄樹、
 8: 8 大~、葡萄樹、無花果樹、石
32:14 與上好的~子、也喝葡萄汁釀
士 6:11 兒子基甸正在酒醡那裏打~子
 7:13 夢見一個大~餅滾入米甸營中
15: 1 到割~子的時候、參孫帶著一
得 1:22 恆、正是動手割大~的時候。
 2: 2 就在誰的身後拾取~穗、拿俄
 2: 3 在收割的人身後拾取~穗、他
 2: 7 拾取打捆剩下的~穗、他從早
 2: 8 不要往別人田裏拾取~穗、也
 2:15 他起來又拾取~穗、波阿斯吩
 2:15 是在捆中拾取~穗也可以容他
 2:17 路得在田間拾取~穗、直到晚
 2:17 所拾取的打了約有一伊法大~
 2:19 你今日在那裏拾取~穗、在那
 2:21 你要緊隨我的僕人拾取~穗、
 2:23 常在一處拾取~穗、直到收完
 2:23 直到收完了大~和小麥．路得
 2:23 直到收完了大麥和小~．路得
 3: 2 族麼．他今夜在場上簸大~、
 3: 7 就去睡在~堆旁邊．路得便悄
 3:15 波阿斯就撮了六簸箕大~、幫
 3:17 那人給了我六簸箕大~、對我

撒上 6:13 伯示麥人正在平原收割~子、
12:17 這不是割~子的時候麼．我求

撒下 4: 6 假作要取~子、就刺透伊施波

14:30 其中有大~．你們去放火燒了
17:19 又在上頭鋪上碎~、事就沒有
17:28 小~、大麥、麥麵、炒穀、豆
17:28 大~、麥麵、炒穀、豆子、紅
17:28 ~麵、炒穀、豆子、紅豆、炒
21: 9 子、就是動手割大~的時候。

王上 4:28 將養馬與快馬的大~和乾草、
 5:11 所羅門給希蘭~子二萬歌珥、

王下 4:42 帶著初熟大~作的餅二十個、
 7: 1 二細亞大~也要賣銀一舍客勒
 7:16 二細亞大~也賣銀一舍客勒、
 7:18 二細亞大~要賣銀一舍客勒、

代上 6:46 的兒子、巴尼是沙~的兒子、
 6:47 沙~是末力的兒子、末力是母
 8:12 沙~．沙麥建立阿挪、和羅德
 8:12 沙~建立阿挪、和羅德二城、
11:13 那裏有一塊長滿大~的田、眾
21:20 那時阿珥楠正打~子．回頭看
21:23 拿~子作素祭．這些我都送給

代下 2:10 給他們打好了的小~二萬歌珥
 2:10 大~二萬歌珥、酒二萬罷特、
 2:15 我主所說的小~、大麥、酒、
 2:15 大~、酒、油、願我主運來給
27: 5 小~一萬歌珥、大麥一萬歌珥
27: 5 大~一萬歌珥、第二年、第三
拉 6: 9 並所用的~子、鹽、酒、油、
 7:22 ~子一百柯珥、酒一百罷特、
尼10:37 並將初熟之~子所磨的麵、和
伯31:40 願這地長蒺藜代替~子、長惡
31:40 長惡草代替大~．約伯的話說
詩81:16 他也必拿上好的~子給他們吃
147:14 安．用上好的~子使你滿足。
箴27:22 妄人與打碎的~子一同搗在臼
歌 7: 2 你的腰如一堆~子、周圍有百
賽28:25 按行列種小~、在定處種大麥
28:25 在定處種大~、在田邊種粗麥
28:25 處種大麥、在田邊種粗~呢．
耶 8:20 ~秋已過、夏令已完、我們還
12:13 他們種的是~子、收的是荊棘
23:28 糠秕怎能與~子比較呢．這是
41: 8 因為我們有許多大~、小麥、
41: 8 小~、油、蜜、藏在田間．於

結 4: 9 你要取小~、大麥、豆子、紅
 4: 9 大~、豆子、紅豆、小米、粗
 4: 9 粗~、裝在一個器皿中、用以
 4:12 像吃大~餅一樣、要用人糞在
13:19 你們為兩把大~、為幾塊餅、
27:17 他們用米匿的~子、餅、蜜、
44:30 也要用初熟的~子磨麵給祭司
45:13 一賀梅珥~子、要獻伊法六分
45:13 一賀梅珥大~、要獻伊法六分
何 3: 2 大~一賀梅珥半、買他歸我。
珥 1:11 因為大~小麥與田間的莊稼都
 1:11 因為大麥小~與田間的莊稼都
 2:24 禾場必滿了~子．酒醡與油醡
摩 5:11 向他們勒索~子．你們用鑿過
 8: 5 我們好擺開~子、賣出用小升
 8: 6 乏人、將壞了的~子賣給人。
太 3:12 把~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
12: 1 從~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
12: 1 門徒餓了、就掐起~穗來吃。
13:25 將稗子撒在~子裏、就走了。
13:29 怕薅稗子、連~子也拔出來。
13:30 燒．惟有~子、要收在倉裏。
可 2:23 從~地經過．他門徒行路的時
 2:23 門徒行路的時候、掐了~穗。
路 3:17 把~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
 6: 1 耶穌從~地經過．他的門徒掐
 6: 1 他的門徒掐了~穗、用手搓著
16: 7 一百石~子．管家說、拿你的
22:31 好篩你們、像篩~子一樣．
約 6: 9 帶著五個大~餅、兩條魚．只
 6:13 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餅的零碎
12:24 一粒~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
徒27:38 就把船上的~子、拋在海裏、
林前15:37 即如~子、或是別樣的穀．
啟 6: 6 一錢銀子買一升~子、一錢銀
 6: 6 一錢銀子買三升大~．油和酒
18:13 ~子、牛、羊、車、馬、和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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