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银 圣经(79次)

新约(3次)
福音书(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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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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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历史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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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王记上(8) 列王记下(7) 历代
志上(2) 历代志下(10) 以斯拉记(12)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3)
旧约(76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10) 何西阿书(2)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13)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创24:35 群、~、仆婢、骆驼、和驴。
44: 8 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呢
出20:23 配、不可为自己作~的神像。
民22:18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给我、
24:13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给我、
申 7:25 其上的~你不可贪图、也不可
 8:13 你的~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
17:17 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

撒下 8:11 和他治服各国所得来的~、都
21: 4 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

王上 7:51 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
10:22 装载~、象牙、猿猴、孔雀回
15:15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和器皿
15:18 所剩下的~、都交在他臣仆手
15:19 现在我将~送你为礼物．求你
20: 3 你的~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
20: 5 要你将你的~妻子儿女都给我
20: 7 要我的妻子儿女和~、我并没

王下 7: 8 且从其中拿出~、和衣服来、
12:13 碗、号、和别样的~器皿．
14:14 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
16: 8 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
23:35 约雅敬将~给法老、遵着法老
23:35 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取~．
23:35 定、索要~、好给法老尼哥。

代上18:11 并从各国夺来的~、就是从以
29: 3 又将我自己积蓄的~献上、建

代下 1:15 使~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
 5: 1 卫分别为圣的~和器皿都带来
 9:14 国的省长、都带~给所罗门。
15:18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和器
16: 2 拿出~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
16: 3 现在我将~送给你．求你废掉
21: 3 他们的父亲将许多~、财宝、
24:14 并~的器皿。耶何耶大在世的
25:24 以东所看守　神殿里的一切~
32:27 收藏~、宝石、香料、盾牌、
拉 1: 4 那地的人要用~财物牲畜帮助
 1:11 ~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被
 5:14 　神殿中的~、器皿、就是尼
 6: 5 并且　神殿的~器皿、就是尼
 7:15 又带~、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

 7:16 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
 7:17 所以你当用这~、急速买公牛
 7:18 剩下的~、你和你的弟兄看着
 8:25 为我们　神殿所献的~、和器
 8:28 ~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
 8:30 按着分量接受~、和器皿、要
 8:33 把~和器皿都秤了、交在祭司
斯 1: 6 有~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
诗119:72 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
箴22: 1 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
传 2: 8 我又为自己积蓄~、和君王的
赛 2: 7 他们的国满了~、财宝也无穷
60: 9 连他们的~、从远方一同带来
耶10: 4 他们用~妆饰他、用钉子和锤
结 7:19 他们的~不能救他们、不能使
 7:19 因为这~作了他们罪孽的绊脚
16:13 你就有~的妆饰、穿的是细麻
16:17 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
28: 4 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财宝
38:13 要夺取~、掳去牲畜财货么．
但 5: 2 路撒冷殿中所掠的~器皿拿来
11: 8 与~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
11:38 用~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
11:43 他必把持埃及的~财宝、和各
何 2: 8 又加增他的~、他却以此供奉
 8: 4 他们用~为自己制造偶像、以
珥 3: 5 你们既然夺取我的~、又将我
鸿 2: 9 你们抢掠~吧。因为所积蓄的
哈 2:19 是包裹~的、其中毫无气息。
番 1:18 他们的~不能救他们．他的忿
亚 6:10 耶大雅的~．这三人是从巴比
 6:11 取这~作冠冕、戴在约撒答的
14:14 就是许多~衣服、必被收聚。
玛 3: 3 熬炼他们像~一样、他们就凭
徒 3: 6 ~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
雅 5: 3 你们的~都长了锈．那锈要证
彼前 1:18 为、不是凭着能坏的~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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