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 圣经(117次)

新约(45次)
福音书(6)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4)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4)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6)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4)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4)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富 fù

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0) 雅各书(5)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8)

律法书(10)
历史书(18)

预言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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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3) 利未记(3) 民数记(0) 申命记(2)
旧约(72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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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5)
诗歌智慧书(35) 约伯记(4) 诗篇(6) 箴言(19) 传道书(6) 雅歌(0)

创14:23 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足．
26:13 大、日增月盛、成了大~户。
出30:15 ~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
36: 5 用之工所拿来的、~富有余。
36: 5 用之工所拿来的、富~有余。
利25:26 他自己渐渐~足、能够赎回、
25:47 若渐渐~足、你的弟兄却渐渐
25:49 他自己若渐渐~足、也可以自
申28:47 因为你~有的时候、不欢心乐
33:19 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
得 3:10 因为少年人无论贫~、你都没
撒上 2: 7 也使人~足．使人卑微、也使

25: 2 是一个大~户、有三千绵羊、
25: 6 要对那~户如此说、愿你平安

撒下12: 1 一个是~户、一个是穷人。
12: 2 ~户、有许多牛群羊群．
12: 4 有一客人来到这~户家里．富
12: 4 ~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
19:32 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户。

王上 3:11 求~、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
 3:13 就是~足、尊荣、使你在世的

王下15:20 向以色列一切大~户索要银子
代上29:12 丰~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

29:28 享受丰~、尊荣、就死了．他
代下 1:11 并不求资财丰~尊荣、也不求

 1:12 也必赐你资财丰~尊荣．在你
斯 1: 4 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和他
 5:11 哈曼将他~厚的荣耀、众多的
伯15:29 他不得~足、财物不得常存、
27:19 他虽~足躺卧、却不得收殓．
34:19 也不看重~足的过于贫穷的．
36:31 审判众民、且赐丰~的粮食。
诗37:16 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余。
45:12 民中的~足人、也必向你求恩
49: 2 流、~足贫穷、都当留心听。
52: 7 只倚仗他丰~的财物、在邪恶
66:12 火．你却使我们到丰~之地。
104:24 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
箴 3:16 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贵。
 8:18 丰~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
10: 4 受贫穷．手勤的、却要~足。
10:15 ~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

10:22 使人~足、并不加上忧虑。
13: 7 假作~足的、却一无所有．装
14:20 舍也恨他．~足人朋友最多。
18:11 ~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
18:23 话．~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
19: 1 人、胜过乖谬愚妄的~足人。
21:17 好酒爱膏油的、必不~足。
22: 2 ~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
22: 4 就得~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22: 7 ~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
22:16 并送礼与~户的、都必缺乏。
23: 4 不要劳碌求~、休仗自己的聪
28: 6 人、胜过行事乖僻的~足人。
28:11 ~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
30: 8 也不~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
传 5:10 贪爱丰~的、也不因得利益知
 5:12 ~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5:19 　神赐人资财丰~、使他能以
 6: 2 丰~、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
10: 6 立在高位．~足人坐在低位。
10:20 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户．因
耶 5:27 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足。
结27:25 你便在海中丰~极其荣华。
27:33 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
但11: 2 第四王必~足远胜诸王、他因
11: 2 他因~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
何12: 8 我果然成了~足、得了财宝．
弥 6:12 城里的~户满行强暴、其中的
哈 1:16 得肥美的分、和~裕的食物。
亚11: 5 因我成为~足。牧养他们的、
路 1:53 饱美食、叫~足的空手回去。
 6:24 但你们~足的人有祸了．因为
12:15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
12:21 在　神面前却不~足的、也是
14:12 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
18:23 就甚忧愁、因为他很~足。
罗 2: 4 还是你藐视他丰~的恩慈、宽
11:12 为天下的~足、他们的缺乏、
11:12 为外邦人的~足．何况他们的
11:33 　神丰~的智慧和知识。他的

林前 1: 5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足、
 4: 8 已经丰~了、不用我们、自己

林后 6:10 却是叫许多人~足的．似乎一
 8: 9 他本来~足、却为你们成了贫
 8: 9 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足。
 8:14 就是要你们的~余、现在可以
 8:14 使他们的~余、将来也可以补
 9:11 叫你们凡事~足、可以多多施
弗 1: 7 赦免、乃是照他丰~的恩典．
 2: 4 然而　神既有丰~的怜悯．因
 2: 7 要将他极丰~的恩典、就是他
 3: 8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
腓 4:12 也知道怎样处丰~、或饱足、
 4:19 我的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
西 3:16 丰丰~富的存在心里、〔或作
 3:16 丰丰富~的存在心里、〔或作
 3:16 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
 3:16 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以

提前 6:17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足的人、
 6:18 在好事上~足、甘心施舍、乐
雅 1:10 ~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
 1:11 那~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
 2: 5 叫他们在信上~足、并承受他
 2: 6 那~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
 5: 1 你们这些~足人哪、应当哭泣

彼后 1:11 必叫你们丰丰~富的、得以进
 1:11 必叫你们丰丰富~的、得以进
启 2: 9 你却是~足的）也知道那自称
 3:17 我是~足、已经发了财、一样
 3:18 叫你~足．又买白衣穿上、叫
 5:12 丰~、智慧、能力、尊贵、荣
 6:15 ~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
13:16 无论大小贫~、自主的为奴的
18:17 这么大的~厚就归于无有了。
18:19 都因他的珍宝成了~足．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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