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 圣经(104次)

新约(10次)
福音书(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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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nǎi

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2) 雅各书(0) 彼得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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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历史书(16)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8)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10) 利未记(1) 民数记(5) 申命记(10)
旧约(94次)

以赛亚书(13)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1) 约珥书(2)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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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诗歌智慧书(18) 约伯记(6) 诗篇(5) 箴言(3) 传道书(0) 雅歌(4)

创18: 8 亚伯拉罕又取了~油和奶、并
18: 8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并
21: 8 就断了~．以撒断奶的日子、
21: 8 以撒断~的日子、亚伯拉罕设
32:15 ~崽子的骆驼三十只、各带着
35: 8 利百加的~母底波拉死了、就
49:12 红润、他的牙齿必因~白亮。
出 2: 7 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妈来
 2: 7 为你~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2: 9 为我~他、我必给你工价．妇
 2: 9 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他。
 3: 8 到美好宽阔流~与蜜之地、就
 3:17 地去、就是到流~与蜜之地。
13: 5 起誓应许给你那流~与蜜之地
23:19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煮山羊羔
33: 3 领你到那流~与蜜之地．我自
34:26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煮山羊
利20:24 要赐给你们为业流~与蜜之地
民11:12 如养育之父抱吃~的孩子、直
13:27 果然是流~与蜜之地、这就是
14: 8 们、那地原是流~与蜜之地。
16:13 你将我们从流~与蜜之地领上
16:14 没有将我们领到流~与蜜之地
申 6: 3 使你可以在那流~与蜜之地、
11: 9 以长久．那是流~与蜜之地。
14:21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煮山羊羔
26: 9 把这流~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26:15 列祖起誓赐我们流~与蜜之地
27: 3 华你　神所赐你流~与蜜之地
31:20 列祖起誓应许那流~与蜜之地
32:14 也吃牛的~油、羊的奶、羊羔
32:14 羊的~、羊羔的脂油、巴珊所
32:25 吃~的、白发的、尽都灭绝。
书 5: 6 们的地、就是流~与蜜之地。
士 4:19 给他~子喝、仍旧把他遮盖。
 5:25 雅亿给他~子、用宝贵的盘子
 5:25 用宝贵的盘子、给他~油。

撒上 1:22 等孩子断了~、我便带他上去
 1:23 可以等儿子断了~．但愿耶和
 1:23 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
 1:24 既断了~、就把孩子带上示罗
 7: 9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的羊羔、

15: 3 吃~的、并牛、羊、骆驼、和
17:18 再拿这十块~饼、送给他们的
22:19 吃~的、和牛、羊、驴、尽都

撒下17:29 ~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
17:29 ~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王上 3:21 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不
11:20 匿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
伯 3:12 膝接收我．为何有~哺养我。
10:10 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使我
10:10 像奶、使我凝结如同~饼么。
20:17 流~与蜜之河、他不得再见。
21:24 他的~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
29: 6 ~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
诗 8: 2 从婴孩和吃~的口中、建立了
55:21 他的口如~油光滑、他的心却
78:71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的母羊
131: 2 好像断过~的孩子在他母亲的
131: 2 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的孩子
箴27:27 并有母山羊~够你吃、也够你
30:33 摇牛~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
30:33 摇牛奶必成~油．扭鼻子必出
歌 4:11 你的舌下有蜜有~．你衣服的
 5: 1 喝了我的酒和~．我的朋友们
 5:12 子眼、用~洗净、安得合式。
 8: 1 像吃我母亲~的兄弟．我在外
赛 7:15 的时候、他必吃~油与蜂蜜。
 7:22 因为出的~多、他就得吃奶油
 7:22 他就得吃~油．在境内所剩的
 7:22 剩的人、都要吃~油与蜂蜜。
11: 8 吃~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
11: 8 断~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
28: 9 言呢．是那刚断~离怀的么。
49:15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的婴孩、
55: 1 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
60:16 你也必吃万国的~、又吃君王
60:16 又吃君王的~．你便知道我耶
66:11 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得饱
66:11 荣耀、犹如挤~、满心喜乐。
耶11: 5 给他们流~与蜜之地、正如今
32:22 誓应许赐给他们流~与蜜之地
44: 7 和吃~的、都从犹大中剪除、
哀 2:11 又因孩童和吃~的在城内街上

 4: 3 野狗尚且把~乳哺其子、我民
 4: 4 吃~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
 4: 7 比~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
结20: 6 我为他们察看的流~与蜜之地
20:15 入我所赐给他们流~与蜜之地
25: 4 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
何 1: 8 歌篾给罗路哈玛断~以后、又
珥 2:16 和吃~的．使新郎出离洞房、
 3:18 小山要流~子、犹大溪河、都
摩 9:13 小山都必流~〔原文作消化见
太21:16 你从婴孩和吃~的口中、完全
24:19 怀孕的和~孩子的有祸了。
可13:17 怀孕的和~孩子的有祸了。
路21:23 怀孕的和~孩子的有祸了．因
林前 3: 2 我是用~喂你们、没有用饭喂

 9: 7 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呢。
来 5:12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不能吃
 5:13 凡只能吃~的、都不熟练仁义

彼前 2: 2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像才
 2: 2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一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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