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價 聖經(128次)

新約(25次)
福音書(7)
歷史書(8)
保羅書信(8)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8)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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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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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56)
歷史書(1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7)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3) 出埃及記(5) 利未記(30) 民數記(4) 申命記(4)
舊約(103次)

以賽亞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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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3)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4)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17) 約伯記(7) 詩篇(3) 箴言(7) 傳道書(0) 雅歌(0)

創23: 9 他可以按著足~賣給我、作我
23:13 我要把田~給你、求你收下、
29:15 請告訴我你要甚麼為工~。
30:18 　神給了我~值、因為我把使
30:18 以薩迦。〔就是~值的意思〕
30:28 請你定你的工~、我就給你。
30:32 來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
30:33 以後你來查看我的工~、凡在
31: 7 十次改了我的工~．然而　神
31: 8 有點的歸你作工~、羊群所生
31: 8 有紋的歸你作工~、羊群所生
31:15 賣了我們、吞了我們的~值。
31:41 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
出 2: 9 我必給你工~．婦人就抱了孩
21:30 若罰他贖命的~銀、他必照所
21:35 平分~值、也要平分死牛。
22:15 不必賠還、本是為雇~來的。
30:12 把贖~奉給耶和華、免得數的
利 5:18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從羊群
 6: 6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把贖愆
19:13 雇工人的工~、不可在你那裏
25:16 要照數加添~值．年歲若少、
25:16 要照數減去~值．因為他照收
25:27 把餘剩年數的~值、還那買主
25:50 所賣的~值照著年數多少、好
25:50 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
25:51 數、從買~中償還他的贖價。
25:51 數、從買價中償還他的贖~。
25:52 和買主計算、償還他的贖~。
27: 2 要按你所估的~值歸給耶和華
27: 3 的平、估定~銀五十舍客勒。
27: 8 他若貧窮不能照你所估定的~
27: 8 要按許願人的力量估定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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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按這地撒種多少估定~值
27:16 賀梅珥、要估~五十舍客勒。
27:17 就要以你所估定的~為定。
27:18 推算~值．也要從你所估的減
27:18 也要從你所估的減去~值。

27:19 他便要在你所估的~值以外、
27:23 要將你所估的~值給他推算到
27:23 當日他要以你所估的~銀為聖
27:25 凡你所估定的~銀、都要按著
27:27 就要按你所估定的~值、加上
27:27 就要按你所估定的~值賣了。
民18:16 要照你所估定的~、按聖所的
20:19 必給你~值、不求別的、只求
35:31 你們不可收贖~代替他的命他
35:32 你們不可為他收贖~、使他在
申15:18 較比雇工的工~多加一倍了．
23:18 所得的~、你不可帶入耶和華
24:15 要當日給他工~、不可等到日
24:15 把心放在工~上、恐怕他因你

撒下24:24 我必要按著~值向你買、我不
王上 5: 6 給你僕人的工~．因為你知道

10:28 群一群、按著定~、買來的。
10:29 每輛~銀六百舍客勒、馬每匹
10:29 也是按這~值經他們手買來的
21: 2 要銀子、我就按著~值給你．
21: 6 我給你~銀、或是你願意、我
21:15 人拿伯不肯為~銀給你的葡萄

王下12: 4 或各人當納的身~、或樂意奉
代上21:22 我必給你足~、我好在其上為

21:24 我必要用足~向你買．我不用
代下 1:16 商人一群一群按著定~買來的

 1:17 每輛~銀七百舍客勒、馬每匹
 1:17 也是按這~值經他們手買來的
伯 7: 2 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
28:13 智慧的~值無人能知、在活人
28:15 也不能平白銀為他的~值。
28:18 智慧的~值勝過珍珠。〔或作
31:39 我若吃地的出產不給~值、或
33:24 免得下坑．我已經得了贖~。
36:18 罰．也不可因贖~大就偏行。
詩44:12 所得的~值、並不加添你的資
49: 7 也不能替他將贖~給　神、
49: 8 因為贖他生命的~值極貴、只
箴 6:35 甚麼贖~、他都不顧．你雖送
11:18 得虛浮的工~．撒義種的、得
13: 8 人的資財是他生命的贖~．窮
17:16 明、為何手拿~銀買智慧呢。

21:18 惡人作了義人的贖~．奸詐人
27:26 服．山羊是為作田地的~值．
31:10 著呢．他的~值遠勝過珍珠．
賽23:17 原文作雇~下同〕與地上的萬
43: 3 我已經使埃及作你的贖~、使
45:13 不是為工~、也不是為賞賜．
52: 3 你們是無~被賣的、也必無銀
52: 5 我的百姓既是無~被擄去、如
55: 1 不用~值、也來買酒和奶。
耶22:13 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給工~的
拿 1: 3 他就給了船~、上了船、要與
彌 1: 7 因為是從妓女雇~所聚來的、
 1: 7 來的、後必歸為妓女的雇~。
 3:11 祭司為雇~施訓誨、先知為銀
亞 8:10 那日以先人得不著雇~、牲畜
11:12 就給我工~、不然、就罷了。
11:12 們給了三十塊錢作為我的工~
11:13 要把眾人所估定美好的~值、
瑪 3: 5 虧負人之工~的、欺壓寡婦孤
太13:46 遇見一顆重~的珠子、就去變
20:28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27: 6 這是血~、不可放在庫裏。
27: 9 就是被估定之人的~錢、是以
可10:45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路10: 7 因為工人得工~、是應當的。
約 4:36 收割的人得工~、積蓄五穀到
徒 1:18 這人用他作惡的工~、買了一
 4:34 把所賣的~銀拿來、放在使徒
 4:37 把~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5: 2 把~銀私自留下幾分、他的妻
 5: 3 把田地的~銀私自留下幾分呢
 5: 4 ~銀不是你作主麼．你怎麼心
 5: 8 你們賣田地的~銀、就是這些
19:19 他們算計書~、便知道共合五
羅 4: 4 作工的得工~、不算恩典、乃
 6:23 因為罪的工~乃是死．惟有

林前 6:20 因為你們是重~買來的．所以
 7:23 你們是重~買來的．不要作人

林後11: 8 向他們取了工~來、給你們效
提前 2: 6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到了

 2: 9 珍珠、和貴~的衣裳為妝飾．
 5:18 工人得工~是應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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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後 2:13 就得了不義的工~．這些人喜
 2:15 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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