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得 圣经(133次)

新约(12次)
福音书(3)
历史书(0)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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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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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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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历史书(45)

预言书(0)

约书亚记(3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2) 历
代志上(3)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0) 出埃及记(1) 利未记(5) 民数记(10) 申命记(4)
旧约(121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1)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5)
诗歌智慧书(24) 约伯记(6) 诗篇(5) 箴言(8) 传道书(5) 雅歌(0)

创12: 5 ~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
14:20 亚伯兰就把~的、拿出十分之
27:39 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
30:26 请你把我服事你~的妻子、和
31:18 他在巴旦亚兰~的一切牲畜和
36: 6 就是他在迦南地~的、往别处
36:43 这是以东人在~为业的地上、
43:34 但便雅悯~的、比别人多五倍
46: 6 他们又带着迦南地~的牲畜、
47:22 因为祭司有从法老~的常俸、
出29:28 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的分
利 6: 4 或是因欺压~的、或是人交付
14:34 我若使你们~为业之地的房屋
25:24 在你们~为业的全地、也要准
25:32 然而利未人~为业的城邑、其
25:33 是在~为业的城内、到了禧年
民18:28 们从以色列人中~的十分之一
31:28 又要从出去打仗~的人口、牛
31:36 就是他们~的那一半、共计羊
31:42 以色列人~的那一半、就是摩
31:50 如今我们将各人~的金器、就
32:32 我们~为业之地、仍归我们。
35: 2 要从~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
35: 8 以色列人~的地业、从中要把
35:28 人的才可以回到他~为业之地
36: 3 我们拈阄~的产业就要减少了
申18: 8 除了他卖祖父产业~的以外、
23:18 娼妓~的钱、或娈童〔原文作
23:18 ~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
30: 5 　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的地
书 1:15 那时才可以回你们~之地、承
13:23 流便人按着宗族~为业的诸城
13:28 迦得人按着宗族~为业的诸城
14: 1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产业、
15: 1 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拈阄~之地
15:12 大人按着宗族~之地四围的交
15:20 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的产业
16: 1 约瑟的子孙拈阄~之地、是从
16: 5 按着宗族~的、记在下面．他
16: 8 以法莲支派按着宗族~的地业
17: 1 他的支派拈阄~之地、记在下
18:11 按着宗族拈阄~之地、是在犹

18:20 他们四围的交界、~的地业。
18:21 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的城邑
18:28 是便雅悯人按着宗族~的地业
19: 1 他们~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
19: 2 他们~为业之地、就是别是巴
19: 8 是西缅支派按着宗族~的地业
19:16 是西布伦人按着宗族~的地业
19:23 以萨迦支派按着宗族~的地业
19:31 是亚设支派按着宗族~的地业
19:39 弗他利支派按着宗族~的地业
19:48 就是但支派按着宗族~的地业
21:20 拈阄~的城、有从以法莲支派
21:33 革顺人按着宗族~的城、共十
21:34 从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的、
21:40 按着宗族拈阄~的、共十二座
21:41 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的城
22:19 你们~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
24:33 非尼哈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
士 1: 3 请你同我到拈阄~之地去、好
 1: 3 后我也同你到你拈阄~之地去

撒下12:14 故此你~的孩子、必定要死。
王上10: 1 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的名声

10:14 所罗门每年~的金子、共有六
18:26 他们将~的牛犊预备好了、从

王下23: 2 把耶和华殿里~的约书念给他
23:24 在耶和华殿里~律法书上所写

代上 6:56 都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
 6:60 他们诸家~的城共十三座。
28:12 又将被灵感动~的样式、就是

代下 9:13 所罗门每年~的金子、共有六
17: 2 和他父亚撒~以法莲的城邑中
34:30 王就把殿里~的约书念给他们
拉 7:16 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的金银
伯20:18 吞下〕不能照~的财货欢乐。
20:29 这是恶人从　神~的分、是
24:18 他们~的分在世上被咒诅．他
27:13 强暴人从全能者~的报、〔报
31: 2 从至上的　神~之分、从至高
31: 2 从至高全能者~之业、是什么
诗16: 5 中的分．我~的你为我持守。
44:12 ~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
73: 7 他们~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78:54 边界、到他右手~的这山地。
149: 5 愿圣民因~的荣耀高兴．愿他
箴 4: 7 在你一切~之内、必得聪明。
 4: 7 或作用你一切~的去换聪明〕
12:27 不烤打猎~的．殷勤的人、却
13: 4 却无~．殷勤人必得丰裕。
20: 4 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
21: 6 ~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31:16 用手~之利、栽种葡萄园．
31:31 愿他享受操作~的．愿他的工
传 2:10 这就是我从劳碌中~的分。
 2:19 他竟要管理我劳碌~的、就是
 2:19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的
 8:15 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的。
 9: 9 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的分
赛14:23 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又变
15: 7 摩押人~的财物、和所积蓄的
17:14 这是掳掠我们之人~的分、是
23:18 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
54:17 是他们从我~的义．这是耶和
57: 6 这些就是你~的分．你也向他
58: 8 你~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
61: 7 分中~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
65:10 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
耶48:36 因摩押人~的财物、都灭没了
结 3: 1 要吃你~的、要吃这书卷、好
22:13 我因你~不义之财、和你中间
48: 1 众支派按名~之地、记在下面
48:13 利未人~的地、要长二万五千
48:29 乃是他们各支派~之分．这是
摩 3: 4 少壮狮子若无~、岂能从洞中
 3: 5 网罗若无~、岂能从地上翻起
弥 1: 7 他~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
鸿 1: 1 就是伊勒歌斯人那鸿~的默示
哈 1: 1 先知哈巴谷~的默示。
番 2: 7 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
该 1: 9 ~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
太10:41 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
10:41 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
路18:12 凡我~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罗12: 6 按我们~的恩赐、各有不同．
林前 7:30 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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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 1:11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的恩。
 7: 7 也借着他从你们~的安慰、安
11: 4 不是你们~过的．你们容让他
12: 7 又恐怕我因~的启示甚大、就

提前 4:14 你不要轻忽~的恩赐、就是从
来 8: 6 如今耶稣~的职任是更美的、
彼前 4:10 各人要照~的恩赐彼此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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