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栽 圣经(91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8)
历史书(0)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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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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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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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历史书(4)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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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4)
旧约(77次)

以赛亚书(14) 耶利米书(1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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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诗歌智慧书(15) 约伯记(1) 诗篇(9) 箴言(1) 传道书(4) 雅歌(0)

创 9:20 起农夫来、~了一个葡萄园。
21:33 拉罕在别是巴~上一棵垂丝柳
出15:17 ~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阿
利19:23 ~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
民24: 6 如耶和华所~的沉香树、如水
申 6:11 非你所~种的、你吃了而且饱
16:21 不可在坛旁~什么树木、作为
28:30 你~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
28:39 你~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
书24:13 又得吃非你们所~种的葡萄园
撒下 7:10 ~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
王下19:29 ~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代上17: 9 ~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
伯14: 9 又长枝条、像新~的树一样。
诗 1: 3 他要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
44: 2 却~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
80: 8 赶出外邦人、把这树~上。
80:15 保护你右手所~的、和你为自
92:13 他们~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
104:16 是耶和华所~种的、都满了汁
107:37 ~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
128: 3 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子。
144:12 从幼年好像树~子长大、我们
箴31:16 用手所得之利、~种葡萄园．
传 2: 4 程、建造房屋、~种葡萄园、
 2: 5 囿、在其中~种各样果木树、
 3: 2 ~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
 3: 2 时、拔出所~种的、也有时．
赛 5: 2 ~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
17:10 所以你~上佳美的树秧子、插
17:10 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子。
17:11 ~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
33:23 不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篷
37:30 ~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40:24 他们是刚才~上、〔刚才或作
41:19 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植．
44:14 一棵．他~种松树得雨长养、
51:16 为要~定诸天、立定地基．又
60:21 是我种的~子、我手的工作、
61: 3 是耶和华所~的、叫他得荣耀
65:21 ~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65:22 他们~种的、别人不得吃．因

耶 1:10 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植。
 2:21 然而我~你是上等的葡萄树、
11:17 原来~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
12: 2 你~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
17: 8 他必像树~于水旁、在河边扎
18: 9 或一国、说、要建立、~植．
24: 6 拆毁、~植他们、并不拔出。
29: 5 中、~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
29:28 中、~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
31: 5 ~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
31: 5 ~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
31:28 立、~植．这是耶和华说的。
32:41 诚诚实实、将他们~于此地．
35: 7 ~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
42:10 ~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
45: 4 我所~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
结17: 5 ~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
17: 7 这葡萄树从~种的畦中、向这
17: 8 这树~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
17:10 葡萄树虽然~种、岂能发旺呢
17:22 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上、就
17:22 折一嫩枝、~于极高的山上．
17:23 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就
19:10 ~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
19:13 如今~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
28:26 他们要盖造房屋~种葡萄园、
31: 4 所~之地有江河围流、汊出的
何 2:22 耶斯列就是　神~种的意思〕
 9:13 我看以法莲如推罗~于美地．
10:12 你们要为自己~种公义、就能
摩 5:11 ~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
 9:14 ~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
 9:15 我要将他们~于本地、他们不
拿 4:10 这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
番 1:13 ~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
太15:13 凡~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
15:13 若不是我天父~种的、必要拔
21:33 ~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
可12: 1 有人~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
路13: 6 ~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
17: 6 ~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20: 9 有人~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

约15: 1 真葡萄树、我父是~培的人。
林前 3: 6 我~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

 3: 7 可见~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
 3: 8 ~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
 9: 7 有谁~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
雅 1:21 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种的道
 3:18 的、是用和平所~种的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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