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 聖經(104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4)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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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nǎi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2) 雅各書(0) 彼得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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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33)
歷史書(16)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8)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7) 出埃及記(10) 利未記(1) 民數記(5) 申命記(10)
舊約(94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1) 約珥書(2) 阿摩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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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詩歌智慧書(18) 約伯記(6) 詩篇(5)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4)

創18: 8 亞伯拉罕又取了~油和奶、並
18: 8 亞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並
21: 8 就斷了~．以撒斷奶的日子、
21: 8 以撒斷~的日子、亞伯拉罕設
32:15 ~崽子的駱駝三十隻、各帶著
35: 8 利百加的~母底波拉死了、就
49:12 紅潤、他的牙齒必因~白亮。
出 2: 7 在希伯來婦人中叫一個~媽來
 2: 7 為你~這孩子、可以不可以。
 2: 9 為我~他、我必給你工價．婦
 2: 9 價．婦人就抱了孩子去~他。
 3: 8 到美好寬闊流~與蜜之地、就
 3:17 地去、就是到流~與蜜之地。
13: 5 起誓應許給你那流~與蜜之地
23:19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煮山羊羔
33: 3 領你到那流~與蜜之地．我自
34:26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煮山羊
利20:24 要賜給你們為業流~與蜜之地
民11:12 如養育之父抱吃~的孩子、直
13:27 果然是流~與蜜之地、這就是
14: 8 們、那地原是流~與蜜之地。
16:13 你將我們從流~與蜜之地領上
16:14 沒有將我們領到流~與蜜之地
申 6: 3 使你可以在那流~與蜜之地、
11: 9 以長久．那是流~與蜜之地。
14:21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煮山羊羔
26: 9 把這流~與蜜之地賜給我們。
26:15 列祖起誓賜我們流~與蜜之地
27: 3 華你　神所賜你流~與蜜之地
31:20 列祖起誓應許那流~與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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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髮的、盡都滅絕。
書 5: 6 們的地、就是流~與蜜之地。
士 4:19 給他~子喝、仍舊把他遮蓋。
 5:25 雅億給他~子、用寶貴的盤子
 5:25 用寶貴的盤子、給他~油。

撒上 1:22 等孩子斷了~、我便帶他上去
 1:23 可以等兒子斷了~．但願耶和
 1:23 家裏乳養兒子、直到斷了~。
 1:24 既斷了~、就把孩子帶上示羅
 7: 9 撒母耳就把一隻吃~的羊羔、

15: 3 吃~的、並牛、羊、駱駝、和
17:18 再拿這十塊~餅、送給他們的
22:19 吃~的、和牛、羊、驢、盡都

撒下17:29 ~油、綿羊、奶餅、供給大衛
17:29 ~餅、供給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王上 3:21 我起來要給我的孩子吃~、不
11:20 匿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宮裏斷~
伯 3:12 膝接收我．為何有~哺養我。
10:10 你不是倒出我來好像~、使我
10:10 像奶、使我凝結如同~餅麼。
20:17 流~與蜜之河、他不得再見。
21:24 他的~桶充滿、他的骨髓滋潤
29: 6 ~多可洗我的腳、磐石為我出
詩 8: 2 從嬰孩和吃~的口中、建立了
55:21 他的口如~油光滑、他的心卻
78:71 叫他不再跟從那些帶~的母羊
131: 2 好像斷過~的孩子在他母親的
131: 2 心在我裏面真像斷過~的孩子
箴27:27 並有母山羊~夠你吃、也夠你
30:33 搖牛~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
30:33 搖牛奶必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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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們
 5:12 子眼、用~洗淨、安得合式。
 8: 1 像吃我母親~的兄弟．我在外
賽 7:15 的時候、他必吃~油與蜂蜜。
 7:22 因為出的~多、他就得吃奶油
 7:22 他就得吃~油．在境內所剩的
 7:22 剩的人、都要吃~油與蜂蜜。
11: 8 吃~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
11: 8 斷~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
28: 9 言呢．是那剛斷~離懷的麼。
49:15 婦人焉能忘記他吃~的嬰孩、
55: 1 不用價值、也來買酒和~。
60:16 你也必吃萬國的~、又吃君王
60:16 又吃君王的~．你便知道我耶
66:11 你們在他安慰的懷中吃~得飽
66:11 榮耀、猶如擠~、滿心喜樂。
耶11: 5 給他們流~與蜜之地、正如今
32:22 誓應許賜給他們流~與蜜之地
44: 7 和吃~的、都從猶大中剪除、
哀 2:11 又因孩童和吃~的在城內街上

 4: 3 野狗尚且把~乳哺其子、我民
 4: 4 吃~孩子的舌頭、因乾渴貼住
 4: 7 比~更白．他們的身體、比紅
結20: 6 我為他們察看的流~與蜜之地
20:15 入我所賜給他們流~與蜜之地
25: 4 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
何 1: 8 歌篾給羅路哈瑪斷~以後、又
珥 2:16 和吃~的．使新郎出離洞房、
 3:18 小山要流~子、猶大溪河、都
摩 9:13 小山都必流~〔原文作消化見
太21:16 你從嬰孩和吃~的口中、完全
24:19 懷孕的和~孩子的有禍了。
可13:17 懷孕的和~孩子的有禍了。
路21:23 懷孕的和~孩子的有禍了．因
林前 3: 2 我是用~餵你們、沒有用飯餵

 9: 7 牧養牛羊、不吃牛羊的~呢。
來 5:12 並且成了那必須吃~、不能吃
 5:13 凡只能吃~的、都不熟練仁義

彼前 2: 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像才
 2: 2 像才生的嬰孩愛慕~一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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