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園 聖經(111次)

新約(18次)
福音書(17)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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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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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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20)
歷史書(2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0) 列王記下(4) 歷
代志上(2)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5)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3) 利未記(4) 民數記(4) 申命記(8)
舊約(93次)

以賽亞書(16)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1) 約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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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5)
詩歌智慧書(13) 約伯記(1) 詩篇(1) 箴言(2) 傳道書(1) 雅歌(8)

創 9:20 亞作起農夫來、栽了一個~。
出22: 5 或在~裏放牲畜、任憑牲畜上
22: 5 間上好的、和~上好的賠還。
23:11 你的~和橄欖園、也要照樣辦
利19:10 不可摘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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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地的出產。
25: 4 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
民16:14 也沒有把田地和~、給我們為
20:17 我們不走田間和~、也不喝井
21:22 和~、也不喝井裏的水、只走
22:24 和華的使者就站在~的窄路上
申 6:11 還有~、橄欖園、非你所栽種
20: 6 誰種~、尚未用所結的果子、
22: 9 不可把兩樣種子種在你的~裏
22: 9 結的、和~的果子都要充公。
23:24 你進了鄰舍的~、可以隨意吃
24:21 你摘~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
28:30 你栽種~、也不得用其中的果
28:39 你栽種修理~、卻不得收葡萄
書24:13 又得吃非你們所栽種的~、橄
士14: 5 到了亭拿的~、見有一隻少壯
21:20 人說、你們去、在~中埋伏、
21:21 就從~出來、在示羅的女子中

撒上 8:14 ~、橄欖園、賜給他的臣僕。
 8:15 和~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
22: 7 子能將田地和~賜給你們各人

王上21: 1 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個~
21: 2 你將你的~給我作菜園、因為
21: 2 我就把更好的~換給你、或是
21: 6 你將你的~給我、我給你價銀
21: 6 我就把別的~換給你、他卻說
21: 6 他卻說我不將我的~給你。
21: 7 我必將耶斯列人拿伯的~給你
21:15 人拿伯不肯為價銀給你的~吧
21:16 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
21:18 他下去要得拿伯的~．現今正

王下 5:26 ~、牛羊、僕婢的時候呢。
18:32 有糧食和~之地、有橄欖樹和
19:29 割、栽植~、吃其中的果子。
25:12 使他們修理~、耕種田地。

代上27:27 掌管~的是拉瑪人示每．掌管

27:27 掌管~酒窖的、是實弗米人撒
代下26:10 有農夫和修理~的人、因為他
尼 5: 3 ~、房屋．要得糧食充饑．
 5: 4 地、~、借了錢、給王納稅。
 5: 5 的田地、~、已經歸了別人。
 5:11 ~、橄欖園、房屋、並向他們
 9:25 ~、橄欖園、並許多果木樹．
伯24:18 咒詛．他們不得再走~的路。
詩107:37 地、栽~、得享所出的土產。
箴24:30 懶惰人的田地、無知人的~．
31:16 來．用手所得之利、栽種~．
傳 2: 4 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
歌 1: 6 他們使我看守~、我自己的葡
 1: 6 我自己的~、卻沒有看守。
 1:14 一棵鳳仙花、在隱基底~中。
 2:15 就是毀壞~的小狐狸．因為我
 7:12 們早晨起來往~去看看葡萄發
 8:11 所羅門在巴力哈們有一~．他
 8:11 他將這~交給看守的人、為其
 8:12 我自己的~在我面前．所羅門
賽 1: 8 好像~的草棚、瓜田的茅屋、
 3:14 吃盡~果子的、就是你們．向
 5: 1 論他~的事。我所親愛的有葡
 5: 1 我所親愛的有~、在肥美的山
 5: 3 請你們現今在我與我的~中、
 5: 4 我為我~所作之外、還有甚麼
 5: 5 我要向我~怎樣行．我必撤去
 5: 7 萬軍之耶和華的~、就是以色
 5:10 三十畝~只出一罷特酒、一賀
16:10 在~裏、必無歌唱、也無歡呼
27: 2 當那日有出酒的~．你們要指
27: 3 我耶和華是看守~的、我必時
36:17 新酒之地、有糧食和~之地。
37:30 割、栽植~、吃其中的果子。
61: 5 你們耕種田地的、修理~的。
65:21 住．栽種~、吃其中的果子．
耶 5:10 你們要上他~的牆、施行毀壞
12:10 許多牧人毀壞我的~、踐踏我
31: 5 栽種~、栽種的人要享用所結
32:15 有人再買房屋、田地、和~。
35: 7 栽種~．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帳
35: 9 也沒有~、田地、和種子．

39:10 大地、當時給他們~和田地。
52:16 使他們修理~、耕種田地。
結28:26 他們要蓋造房屋栽種~、安然
何 2:15 我必賜他~、又賜他亞割谷作
珥 1:11 修理~的阿、你們要哀號、因
摩 5:11 栽種美好的~、卻不得喝所出
 5:17 在各~必有哀號的聲音．因為
 9:14 栽種~、喝其中所出的酒．修
番 1:13 栽種~、卻不得喝所出的酒。
太20: 1 清早去雇人、進他的~作工．
20: 2 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去。
20: 4 你們也進~去、所當給的、我
20: 7 我們．他說、你們也進~去。
21:28 我兒、你今天到~裏去作工。
21:33 栽了一個~、周圍圈上籬笆、
21:39 就拿住他、推出~外、殺了。
21:41 將~另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
可12: 1 有人栽了一個~、周圍圈上籬
12: 2 那裏、要從園戶收~的果子。
12: 9 ~的主人要怎樣辦呢．他要來
12: 9 滅那些園戶、將~轉給別人。
路13: 6 栽在~裏．他來到樹前找果子
20: 9 有人栽了一個~、租給園戶、
20:15 於是把他推出~外殺了。這樣
20:15 ~的主人、要怎樣處治他們呢
20:16 將~轉給別人．聽見的人說、

林前 9: 7 有誰栽~、不吃園裏的果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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