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 聖經(103次)

新約(24次)
福音書(12)
歷史書(1)
保羅書信(8)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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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3)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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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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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12)
歷史書(56)

預言書(2)

約書亞記(32) 士師記(0)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
代志上(15)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7)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1) 利未記(6) 民數記(3) 申命記(1)
舊約(79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2) 阿摩司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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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5)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2)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1)

創25:16 照著他們的村~、營寨、作了
出22:29 你要從你~稼中的穀、和酒醡
利19: 9 在你們的地收割~稼、不可割
23:10 收割~稼的時候、要將初熟的
23:10 要將初熟的~稼一捆、帶給祭
23:22 在你們的地收割~稼、不可割
25: 5 遺落自長的~稼、不可收割、
25:31 但房屋在無城牆的村~裏、要
民28:26 七七節~稼初熟、你們獻新素
32:41 去佔了基列的村~、就稱這些
32:41 就稱這些村~、為哈倭特睚珥
申24:19 你在田間收割~稼、若忘下一
書13:23 為業的諸城、並屬城的村~。
13:28 為業的諸城．並屬城的村~。
15:32 十九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5:36 十四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5:41 十六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5:44 共九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5:45 倫、和屬以革倫的鎮市村~．
15:46 實突之地、並屬其地的村~。
15:47 和屬亞實突的鎮市村~．迦薩
15:47 和屬迦薩的鎮市村~．直到埃
15:51 十一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5:54 共九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5:57 共十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5:59 共六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5:60 共兩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5:62 共六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6: 9 和屬城的村~．這都是分給以
18:24 十二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8:28 還有屬城的村~．這是便雅憫
19: 6 十三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9: 7 共四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9: 8 並有這些城邑四圍一切的村~
19:15 十二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9:16 並屬城的村~、就是西布倫人
19:22 十六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9:23 這些城並屬城的村~、就是以
19:30 十二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9:31 並屬城的村~、就是亞設支派
19:38 十九座城、還有屬城的村~．
19:39 並屬城的村~、就是拿弗他利

19:48 並屬城的村~、就是但支派按
21:12 和村~、給了耶孚尼的兒子迦
得 2:21 直等他們收完了我的~稼。
撒上 8:12 收割~稼．打造軍器和車上的
代上 6:56 只是屬城的田地和村~、都為

 7:28 是伯特利與其村~．東邊拿蘭
 7:28 與其村~、示劍與其村莊、直
 7:28 示劍與其村~、直到迦薩與其
 7:28 其村莊、直到迦薩與其村~。
 7:29 伯善與其村~、他納與其村莊
 7:29 他納與其村~、米吉多與其村
 7:29 米吉多與其村~、多珥與其村
 7:29 多珥與其村~．以色列兒子約
 8:12 挪、和羅德二城、與其村~。
 9:16 他們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
 9:22 們在自己的村~按著家譜計算
 9:25 他們的族弟兄住在村~、每七
18: 1 取了迦特、和屬迦特的村~．
27:25 管田野城邑村~保障之倉庫的
尼 6: 2 們在阿挪平原的一個~村相會
11:25 至於~村、和屬莊村的田地、
11:25 和屬~村的田地、有猶大人住
11:25 葉甲薛和屬葉甲薛的~村、
11:30 和屬這兩處的~村、拉吉、和
12:28 和尼陀法的村~、與伯吉甲、
12:28 撒冷四圍、為自己立了村~。
伯 5: 5 他的~稼、有饑餓的人吃盡了
40:10 你要以榮耀~嚴為妝飾、以尊
詩10: 8 他在村~埋伏等候．他在隱密
歌 7:11 間去．你我可以在村~住宿。
賽16: 9 天的果子、並你收割的~稼。
19: 7 ~稼被風吹去、歸於無有。
23: 3 尼羅河的~稼、是推羅的進項
42:11 並基達人居住的村~、都當揚
耶 5:17 他們必吃盡你的~稼、和你的
珥 1:11 麥小麥與田間的~稼都滅絕了
 3:13 因為~稼熟了．踐踏吧。因為
太 9:37 要收的~稼多、作工的人少．
 9:38 所以你們當求~稼的主、打發
 9:38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稼。
可 8:27 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村~去。
路 9:52 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

 9:56 說著就往別的村~去了。〔有
10: 2 要收的~稼多、作工的人少．
10: 2 所以你們當求~稼的主、打發
10: 2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稼。
10:38 耶穌進了一個村~．有一個女
約 4:35 ~稼已經熟了、〔原文作發白
11: 1 是馬利亞和他姐姐馬大的村~
徒 8:25 在撒瑪利亞好些村~傳揚福音
提前 3: 4 使兒女凡事端~順服。〔或作

 3: 4 或作端端~莊的使兒女順服〕
 3: 4 或作端端莊~的使兒女順服〕
 3: 8 必須端~、不一口兩舌、不好
 3:11 必須端~、不說讒言、有節制
多 1: 8 ~重、公平、聖潔、自持．
 2: 2 端~、自守、在信心愛心忍耐
 2: 7 樣、在教訓上要正直、端~、
雅 5: 4 工人給你們收割~稼、你們虧
啟14:15 了、地上的~稼已經熟透了。
14:16 上．地上的~稼就被收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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