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 圣经(128次)

新约(25次)
福音书(7)
历史书(8)
保罗书信(8)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8)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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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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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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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56)
历史书(14)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7)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3) 出埃及记(5) 利未记(30) 民数记(4) 申命记(4)
旧约(103次)

以赛亚书(6)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9)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3)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4)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17) 约伯记(7) 诗篇(3) 箴言(7) 传道书(0) 雅歌(0)

创23: 9 他可以按着足~卖给我、作我
23:13 我要把田~给你、求你收下、
29:15 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
30:18 　神给了我~值、因为我把使
30:18 以萨迦。〔就是~值的意思〕
30:28 请你定你的工~、我就给你。
30:32 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
30:33 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凡在
31: 7 十次改了我的工~．然而　神
31: 8 有点的归你作工~、羊群所生
31: 8 有纹的归你作工~、羊群所生
31:15 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值。
31:41 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
出 2: 9 我必给你工~．妇人就抱了孩
21:30 若罚他赎命的~银、他必照所
21:35 平分~值、也要平分死牛。
22:15 不必赔还、本是为雇~来的。
30:12 把赎~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
利 5:18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从羊群
 6: 6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把赎愆
19:13 雇工人的工~、不可在你那里
25:16 要照数加添~值．年岁若少、
25:16 要照数减去~值．因为他照收
25:27 把余剩年数的~值、还那买主
25:50 所卖的~值照着年数多少、好
25:50 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
25:51 数、从买~中偿还他的赎价。
25:51 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
25:52 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
27: 2 要按你所估的~值归给耶和华
27: 3 的平、估定~银五十舍客勒。
27: 8 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估定的~
27: 8 要按许愿人的力量估定他的~
27:12 祭司就要估定~值、牲畜是好
27:13 就要在你所估定的~值以外、
27:14 祭司就要估定~值．房屋是好
27:15 就必在你所估定的~值以外、
27:16 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估定~值
27:16 贺梅珥、要估~五十舍客勒。
27:17 就要以你所估定的~为定。
27:18 推算~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
27:18 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值。

27:19 他便要在你所估的~值以外、
27:23 要将你所估的~值给他推算到
27:23 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银为圣
27:25 凡你所估定的~银、都要按着
27:27 就要按你所估定的~值、加上
27:27 就要按你所估定的~值卖了。
民18:16 要照你所估定的~、按圣所的
20:19 必给你~值、不求别的、只求
35:31 你们不可收赎~代替他的命他
35:32 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使他在
申15:18 较比雇工的工~多加一倍了．
23:18 所得的~、你不可带入耶和华
24:15 要当日给他工~、不可等到日
24:15 把心放在工~上、恐怕他因你

撒下24:24 我必要按着~值向你买、我不
王上 5: 6 给你仆人的工~．因为你知道

10:28 群一群、按着定~、买来的。
10:29 每辆~银六百舍客勒、马每匹
10:29 也是按这~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21: 2 要银子、我就按着~值给你．
21: 6 我给你~银、或是你愿意、我
21:15 人拿伯不肯为~银给你的葡萄

王下12: 4 或各人当纳的身~、或乐意奉
代上21:22 我必给你足~、我好在其上为

21:24 我必要用足~向你买．我不用
代下 1:16 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买来的

 1:17 每辆~银七百舍客勒、马每匹
 1:17 也是按这~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伯 7: 2 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
28:13 智慧的~值无人能知、在活人
28:15 也不能平白银为他的~值。
28:18 智慧的~值胜过珍珠。〔或作
31:39 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值、或
33:24 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
36:18 罚．也不可因赎~大就偏行。
诗44:12 所得的~值、并不加添你的资
49: 7 也不能替他将赎~给　神、
49: 8 因为赎他生命的~值极贵、只
箴 6:35 什么赎~、他都不顾．你虽送
11:18 得虚浮的工~．撒义种的、得
13: 8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穷
17:16 明、为何手拿~银买智慧呢。

21:18 恶人作了义人的赎~．奸诈人
27:26 服．山羊是为作田地的~值．
31:10 着呢．他的~值远胜过珍珠．
赛23:17 原文作雇~下同〕与地上的万
43: 3 我已经使埃及作你的赎~、使
45:13 不是为工~、也不是为赏赐．
52: 3 你们是无~被卖的、也必无银
52: 5 我的百姓既是无~被掳去、如
55: 1 不用~值、也来买酒和奶。
耶22:13 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的
拿 1: 3 他就给了船~、上了船、要与
弥 1: 7 因为是从妓女雇~所聚来的、
 1: 7 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雇~。
 3:11 祭司为雇~施训诲、先知为银
亚 8:10 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雇~、牲畜
11:12 就给我工~、不然、就罢了。
11:12 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
11:13 要把众人所估定美好的~值、
玛 3: 5 亏负人之工~的、欺压寡妇孤
太13:46 遇见一颗重~的珠子、就去变
20:28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
27: 6 这是血~、不可放在库里。
27: 9 就是被估定之人的~钱、是以
可10:45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
路10: 7 因为工人得工~、是应当的。
约 4:36 收割的人得工~、积蓄五谷到
徒 1:18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买了一
 4:34 把所卖的~银拿来、放在使徒
 4:37 把~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5: 2 把~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
 5: 3 把田地的~银私自留下几分呢
 5: 4 ~银不是你作主么．你怎么心
 5: 8 你们卖田地的~银、就是这些
19:19 他们算计书~、便知道共合五
罗 4: 4 作工的得工~、不算恩典、乃
 6:23 因为罪的工~乃是死．惟有

林前 6:20 因为你们是重~买来的．所以
 7:23 你们是重~买来的．不要作人

林后11: 8 向他们取了工~来、给你们效
提前 2: 6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到了

 2: 9 珍珠、和贵~的衣裳为妆饰．
 5:18 工人得工~是应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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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后 2:13 就得了不义的工~．这些人喜
 2:15 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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