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物 圣经(101次)

新约(8次)
福音书(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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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29)
历史书(3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6)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8)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3)

创世纪(13)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6) 申命记(7)
旧约(93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2)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0)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4) 诗篇(3) 箴言(9) 传道书(0) 雅歌(0)

创12: 5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所
13: 6 因为他们的~甚多、使他们不
14:11 就把所多玛和蛾摩拉所有的~
14:12 和罗得的~掳掠去了．当时、
14:16 将被掳掠的一切~夺回来、连
14:16 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以及
14:21 人口给我、~你自己拿去吧。
15:14 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
24:10 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起身
25: 6 亚伯拉罕把~分给他庶出的众
31:16 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
31:18 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
36: 7 因为二人的~群畜甚多、寄居
出 3:22 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夺去了
12:36 他们就把埃及人的~夺去了。
利 6: 2 或是抢夺人的~、或是欺压邻
民16:32 可拉的人丁、~、都吞下去。
31: 9 和所有的~都夺了来、当作掳
31:12 ~、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但
31:32 除了兵丁所夺的~以外、所掳
31:53 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
35: 3 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
申 2:35 并其中的~、都取为自己的掠
 3: 7 和城中的~、都取为自己的掠
13:16 那城里所夺的~都要堆积在街
13:16 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都
20:14 和城内一切的~、你可以取为
20:14 华你　神把你仇敌的~赐给你
33:11 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上、悦
书 7:21 我在所夺的~中、看见一件美
 8: 2 只是城内所夺的~、和牲畜、
 8:27 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
11:14 那些城邑所有的~、和牲畜、
14: 4 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
22: 8 你们带许多~、许多牲畜、和
士18:21 儿女、牲畜、~、都在前头。
撒上15:19 急忙掳掠~、行耶和华眼中看

30:16 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甚多
30:18 亚玛力人所掳去的~、大卫全
30:19 ~、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
30:22 我们所夺的~就不分给他们．

撒下12:30 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

23:10 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
王下 3:23 人哪、我们现在去抢夺~吧。

 7: 8 从其中拿出~来、去收藏了。
代上20: 2 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

26:27 们将争战时所夺的~分别为圣
代下14:13 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

14:14 掳掠一空、因其中的~甚多。
20:25 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
20:25 在尸首中见了许多~、珍宝、
25:13 杀了三千人、抢了许多~。
28: 8 又掠了许多的~、带到撒玛利
28:14 和掠来的~、都留在众首领和
28:15 就从所掠的~中拿出衣服和鞋
拉 1: 4 地的人要用金银~牲畜帮助他
 1: 6 ~、牲畜、珍宝帮助他们．〔
斯 9:10 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
 9:15 三百人．却没有下手夺取~。
 9:16 却没有下手夺取~．这样、就
伯 6:22 从你们的~中、送礼物给我。
12: 6 　神多将~送到他们手中。
15:29 ~不得常存、产业在地上也不
31:25 我若因~丰裕、因我手多得资
诗17:14 将其余的~留给他们的婴孩。
52: 7 只倚仗他丰富的~、在邪恶上
119:14 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
箴 3: 9 你要以~和一切初熟的土产、
10:15 富户的~、是他的坚城．穷人
11:28 倚仗自己~的、必跌倒．义人
12:27 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
13: 7 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
18:11 富足人的~、是他的坚城、在
19: 4 ~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
24: 4 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
28: 8 人以厚利加增~、是给那怜悯
赛15: 7 摩押人所得的~、和所积蓄的
30: 6 他们把~驮在驴驹的脊背上、
60:11 使人把列国的~带来归你、并
61: 6 你们必吃用列国的~、因得他
耶 9:23 口、财主不要因他的~夸口．
10:17 当收拾你的~、从国中带出去
48:36 因摩押人所得的~、都灭没了
结22:12 欺压邻舍夺取~、竟忘了我．

27:12 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就
27:18 又因你多有各类的~、就拿黑
摩 3:10 那些以强暴抢夺~、积蓄在自
俄 1:11 当外人掳掠雅各的~、外邦人
 1:13 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
弥 1: 7 他所得的~必被火烧、所有的
哈 2: 6 你增添不属自己的~、多多取
亚14: 1 你的~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
14:14 那时四围各国的~、就是许多
路 8: 3 都是用自己的~供给耶稣和门
12:18 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
12:19 你有许多~积存、可作多年的
16: 1 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

林后12:14 不是你们的~．儿女不该为父
来11:26 比埃及的~更宝贵．因他想望
雅 5: 2 你们的~坏了、衣服也被虫子
约壹 3:17 凡有世上~的、看见弟兄穷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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