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园 圣经(111次)

新约(18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8)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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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园 pú táo y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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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20)
历史书(2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10) 列王记下(4) 历
代志上(2)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5)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3) 利未记(4) 民数记(4) 申命记(8)
旧约(93次)

以赛亚书(16)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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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5)
诗歌智慧书(13) 约伯记(1) 诗篇(1) 箴言(2) 传道书(1) 雅歌(8)

创 9:20 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
出22: 5 或在~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
22: 5 间上好的、和~上好的赔还。
23:11 你的~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
利19:10 不可摘尽~的果子、也不可拾
19:10 也不可拾取~所掉的果子、要
25: 3 也要修理~、收藏地的出产。
25: 4 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
民16:14 也没有把田地和~、给我们为
20:17 我们不走田间和~、也不喝井
21:22 和~、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
22:24 和华的使者就站在~的窄路上
申 6:11 还有~、橄榄园、非你所栽种
20: 6 谁种~、尚未用所结的果子、
22: 9 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里
22: 9 结的、和~的果子都要充公。
23:24 你进了邻舍的~、可以随意吃
24:21 你摘~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
28:30 你栽种~、也不得用其中的果
28:39 你栽种修理~、却不得收葡萄
书24:13 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橄
士14: 5 到了亭拿的~、见有一只少壮
21:20 人说、你们去、在~中埋伏、
21:21 就从~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

撒上 8:14 ~、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8:15 和~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
22: 7 子能将田地和~赐给你们各人

王上21: 1 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
21: 2 你将你的~给我作菜园、因为
21: 2 我就把更好的~换给你、或是
21: 6 你将你的~给我、我给你价银
21: 6 我就把别的~换给你、他却说
21: 6 他却说我不将我的~给你。
21: 7 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给你
21:15 人拿伯不肯为价银给你的~吧
21:16 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
21:18 他下去要得拿伯的~．现今正

王下 5:26 ~、牛羊、仆婢的时候呢。
18:32 有粮食和~之地、有橄榄树和
19:29 割、栽植~、吃其中的果子。
25:12 使他们修理~、耕种田地。

代上27:27 掌管~的是拉玛人示每．掌管

27:27 掌管~酒窖的、是实弗米人撒
代下26:10 有农夫和修理~的人、因为他
尼 5: 3 ~、房屋．要得粮食充饥．
 5: 4 地、~、借了钱、给王纳税。
 5: 5 的田地、~、已经归了别人。
 5:11 ~、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
 9:25 ~、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
伯24:18 咒诅．他们不得再走~的路。
诗107:37 地、栽~、得享所出的土产。
箴24:30 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
31:16 来．用手所得之利、栽种~．
传 2: 4 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
歌 1: 6 他们使我看守~、我自己的葡
 1: 6 我自己的~、却没有看守。
 1:14 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中。
 2:15 就是毁坏~的小狐狸．因为我
 7:12 们早晨起来往~去看看葡萄发
 8:11 所罗门在巴力哈们有一~．他
 8:11 他将这~交给看守的人、为其
 8:12 我自己的~在我面前．所罗门
赛 1: 8 好像~的草棚、瓜田的茅屋、
 3:14 吃尽~果子的、就是你们．向
 5: 1 论他~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
 5: 1 我所亲爱的有~、在肥美的山
 5: 3 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中、
 5: 4 我为我~所作之外、还有什么
 5: 5 我要向我~怎样行．我必撤去
 5: 7 万军之耶和华的~、就是以色
 5:10 三十亩~只出一罢特酒、一贺
16:10 在~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
27: 2 当那日有出酒的~．你们要指
27: 3 我耶和华是看守~的、我必时
36:17 新酒之地、有粮食和~之地。
37:30 割、栽植~、吃其中的果子。
61: 5 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的。
65:21 住．栽种~、吃其中的果子．
耶 5:10 你们要上他~的墙、施行毁坏
12:10 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践踏我
31: 5 栽种~、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
32:15 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
35: 7 栽种~．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
35: 9 也没有~、田地、和种子．

39:10 大地、当时给他们~和田地。
52:16 使他们修理~、耕种田地。
结28:26 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安然
何 2:15 我必赐他~、又赐他亚割谷作
珥 1:11 修理~的阿、你们要哀号、因
摩 5:11 栽种美好的~、却不得喝所出
 5:17 在各~必有哀号的声音．因为
 9:14 栽种~、喝其中所出的酒．修
番 1:13 栽种~、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太20: 1 清早去雇人、进他的~作工．
20: 2 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去。
20: 4 你们也进~去、所当给的、我
20: 7 我们．他说、你们也进~去。
21:28 我儿、你今天到~里去作工。
21:33 栽了一个~、周围圈上篱笆、
21:39 就拿住他、推出~外、杀了。
21:41 将~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
可12: 1 有人栽了一个~、周围圈上篱
12: 2 那里、要从园户收~的果子。
12: 9 ~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
12: 9 灭那些园户、将~转给别人。
路13: 6 栽在~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
20: 9 有人栽了一个~、租给园户、
20:15 于是把他推出~外杀了。这样
20:15 ~的主人、要怎样处治他们呢
20:16 将~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

林前 9: 7 有谁栽~、不吃园里的果子呢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葡萄园 pú táo yuán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