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得 聖經(133次)

新約(12次)
福音書(3)
歷史書(0)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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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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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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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歷史書(45)

預言書(0)

約書亞記(3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2) 歷
代志上(3)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5) 民數記(10) 申命記(4)
舊約(121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1)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5)
詩歌智慧書(24) 約伯記(6) 詩篇(5) 箴言(8) 傳道書(5) 雅歌(0)

創12: 5 ~的人口、都帶往迦南地去．
14:20 亞伯蘭就把~的、拿出十分之
27:39 所住、天上的甘露必為你~．
30:26 請你把我服事你~的妻子、和
31:18 他在巴旦亞蘭~的一切牲畜和
36: 6 就是他在迦南地~的、往別處
36:43 這是以東人在~為業的地上、
43:34 但便雅憫~的、比別人多五倍
46: 6 他們又帶著迦南地~的牲畜、
47:22 因為祭司有從法老~的常俸、
出29:28 子孫從以色列人中永遠~的分
利 6: 4 或是因欺壓~的、或是人交付
14:34 我若使你們~為業之地的房屋
25:24 在你們~為業的全地、也要准
25:32 然而利未人~為業的城邑、其
25:33 是在~為業的城內、到了禧年
民18:28 們從以色列人中~的十分之一
31:28 又要從出去打仗~的人口、牛
31:36 就是他們~的那一半、共計羊
31:42 以色列人~的那一半、就是摩
31:50 如今我們將各人~的金器、就
32:32 我們~為業之地、仍歸我們。
35: 2 要從~為業的地中、把些城給
35: 8 以色列人~的地業、從中要把
35:28 人的才可以回到他~為業之地
36: 3 我們拈鬮~的產業就要減少了
申18: 8 除了他賣祖父產業~的以外、
23:18 娼妓~的錢、或孌童〔原文作
23:18 ~的價、你不可帶入耶和華你
30: 5 　神必領你進入你列祖~的地
書 1:15 那時才可以回你們~之地、承
13:23 流便人按著宗族~為業的諸城
13:28 迦得人按著宗族~為業的諸城
14: 1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產業、
15: 1 猶大支派按著宗族拈鬮~之地
15:12 大人按著宗族~之地四圍的交
15:20 是猶大支派按著宗族~的產業
16: 1 約瑟的子孫拈鬮~之地、是從
16: 5 按著宗族~的、記在下面．他
16: 8 以法蓮支派按著宗族~的地業
17: 1 他的支派拈鬮~之地、記在下
18:11 按著宗族拈鬮~之地、是在猶

18:20 他們四圍的交界、~的地業。
18:21 便雅憫支派按著宗族~的城邑
18:28 是便雅憫人按著宗族~的地業
19: 1 他們~的地業、是在猶大人地
19: 2 他們~為業之地、就是別是巴
19: 8 是西緬支派按著宗族~的地業
19:16 是西布倫人按著宗族~的地業
19:23 以薩迦支派按著宗族~的地業
19:31 是亞設支派按著宗族~的地業
19:39 弗他利支派按著宗族~的地業
19:48 就是但支派按著宗族~的地業
21:20 拈鬮~的城、有從以法蓮支派
21:33 革順人按著宗族~的城、共十
21:34 從西布倫支派的地業中~的、
21:40 按著宗族拈鬮~的、共十二座
21:41 人在以色列人的地業中~的城
22:19 你們~為業之地、若嫌不潔淨
24:33 非尼哈以法蓮山地~的小山上
士 1: 3 請你同我到拈鬮~之地去、好
 1: 3 後我也同你到你拈鬮~之地去

撒下12:14 故此你~的孩子、必定要死。
王上10: 1 所羅門因耶和華之名~的名聲

10:14 所羅門每年~的金子、共有六
18:26 他們將~的牛犢預備好了、從

王下23: 2 把耶和華殿裏~的約書念給他
23:24 在耶和華殿裏~律法書上所寫

代上 6:56 都為耶孚尼的兒子迦勒~。
 6:60 他們諸家~的城共十三座。
28:12 又將被靈感動~的樣式、就是

代下 9:13 所羅門每年~的金子、共有六
17: 2 和他父亞撒~以法蓮的城邑中
34:30 王就把殿裏~的約書念給他們
拉 7:16 並帶你在巴比倫全省~的金銀
伯20:18 吞下〕不能照~的財貨歡樂。
20:29 這是惡人從　神~的分、是
24:18 他們~的分在世上被咒詛．他
27:13 強暴人從全能者~的報、〔報
31: 2 從至上的　神~之分、從至高
31: 2 從至高全能者~之業、是甚麼
詩16: 5 中的分．我~的你為我持守。
44:12 ~的價值、並不加添你的資財
73: 7 他們~的、過於心裏所想的。

78:54 邊界、到他右手~的這山地。
149: 5 願聖民因~的榮耀高興．願他
箴 4: 7 在你一切~之內、必得聰明。
 4: 7 或作用你一切~的去換聰明〕
12:27 不烤打獵~的．殷勤的人、卻
13: 4 卻無~．殷勤人必得豐裕。
20: 4 的時候、他必討飯、而無~。
21: 6 ~之財、乃是吹來吹去的浮雲
31:16 用手~之利、栽種葡萄園．
31:31 願他享受操作~的．願他的工
傳 2:10 這就是我從勞碌中~的分。
 2:19 他竟要管理我勞碌~的、就是
 2:19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的
 8:15 要從勞碌中、時常享受~的。
 9: 9 在日光之下勞碌的事上~的分
賽14:23 我必使巴比倫為箭豬~、又變
15: 7 摩押人~的財物、和所積蓄的
17:14 這是擄掠我們之人~的分、是
23:18 財必為住在耶和華面前的人~
54:17 是他們從我~的義．這是耶和
57: 6 這些就是你~的分．你也向他
58: 8 你~的醫治、要速速發明．你
61: 7 分中~的喜樂、必代替所受的
65:10 臥之處、都為尋求我的民~。
耶48:36 因摩押人~的財物、都滅沒了
結 3: 1 要吃你~的、要吃這書卷、好
22:13 我因你~不義之財、和你中間
48: 1 眾支派按名~之地、記在下面
48:13 利未人~的地、要長二萬五千
48:29 乃是他們各支派~之分．這是
摩 3: 4 少壯獅子若無~、豈能從洞中
 3: 5 網羅若無~、豈能從地上翻起
彌 1: 7 他~的財物必被火燒、所有的
鴻 1: 1 就是伊勒歌斯人那鴻~的默示
哈 1: 1 先知哈巴谷~的默示。
番 2: 7 這地必為猶大家剩下的人~．
該 1: 9 ~的卻少．你們收到家中、我
太10:41 必得先知~的賞賜、人因為義
10:41 待義人、必得義人~的賞賜。
路18:12 凡我~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羅12: 6 按我們~的恩賜、各有不同．
林前 7:30 快樂、置買的、要像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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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1:11 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的恩。
 7: 7 也藉著他從你們~的安慰、安
11: 4 不是你們~過的．你們容讓他
12: 7 又恐怕我因~的啟示甚大、就

提前 4:14 你不要輕忽~的恩賜、就是從
來 8: 6 如今耶穌~的職任是更美的、
彼前 4:10 各人要照~的恩賜彼此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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