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銀 聖經(79次)

新約(3次)
福音書(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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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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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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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歷史書(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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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王記上(8) 列王記下(7) 歷代
志上(2) 歷代志下(10) 以斯拉記(12)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3)
舊約(76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10) 何西阿書(2)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3)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3) 約伯記(0) 詩篇(1)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創24:35 群、~、僕婢、駱駝、和驢。
44: 8 們怎能從你主人家裏偷竊~呢
出20:23 配、不可為自己作~的神像。
民22:18 巴勒就是將他滿屋的~給我、
24:13 巴勒就是將他滿屋的~給我、
申 7:25 其上的~你不可貪圖、也不可
 8:13 你的~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
17:17 偏邪．也不可為自己多積~。

撒下 8:11 和他治服各國所得來的~、都
21: 4 和掃羅與他家的事並不關乎~

王上 7:51 就把他父大衛分別為聖的~、
10:22 裝載~、象牙、猿猴、孔雀回
15:15 與自己所分別為聖的~和器皿
15:18 所剩下的~、都交在他臣僕手
15:19 現在我將~送你為禮物．求你
20: 3 你的~都要歸我、你妻子兒女
20: 5 要你將你的~妻子兒女都給我
20: 7 要我的妻子兒女和~、我並沒

王下 7: 8 且從其中拿出~、和衣服來、
12:13 碗、號、和別樣的~器皿．
14:14 華殿裏與王宮府庫裏所有的~
16: 8 華殿裏和王宮府庫裏所有的~
23:35 約雅敬將~給法老、遵著法老
23:35 遵著法老的命向國民徵取~．
23:35 定、索要~、好給法老尼哥。

代上18:11 並從各國奪來的~、就是從以
29: 3 又將我自己積蓄的~獻上、建

代下 1:15 使~多如石頭、香柏木多如高
 5: 1 衛分別為聖的~和器皿都帶來
 9:14 國的省長、都帶~給所羅門。
15:18 與自己所分別為聖的~、和器
16: 2 拿出~來、送與住大馬色的亞
16: 3 現在我將~送給你．求你廢掉
21: 3 他們的父親將許多~、財寶、
24:14 並~的器皿。耶何耶大在世的
25:24 以東所看守　神殿裏的一切~
32:27 收藏~、寶石、香料、盾牌、
拉 1: 4 那地的人要用~財物牲畜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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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　神殿的~器皿、就是尼
 7:15 又帶~、就是王和謀士甘心獻

 7:16 並帶你在巴比倫全省所得的~
 7:17 所以你當用這~、急速買公牛
 7:18 剩下的~、你和你的弟兄看著
 8:25 為我們　神殿所獻的~、和器
 8:28 ~是甘心獻給耶和華你們列祖
 8:30 按著分量接受~、和器皿、要
 8:33 把~和器皿都秤了、交在祭司
斯 1: 6 有~的床榻、擺在紅白黃黑玉
詩119:72 與我有益、勝於千萬的~。
箴22: 1 美名勝過大財．恩寵強如~。
傳 2: 8 我又為自己積蓄~、和君王的
賽 2: 7 他們的國滿了~、財寶也無窮
60: 9 連他們的~、從遠方一同帶來
耶10: 4 他們用~妝飾他、用釘子和錘
結 7:19 他們的~不能救他們、不能使
 7:19 因為這~作了他們罪孽的絆腳
16:13 你就有~的妝飾、穿的是細麻
16:17 你又將我所給你那華美的~、
28: 4 靠自己的智慧聰明得了~財寶
38:13 要奪取~、擄去牲畜財貨麼．
但 5: 2 路撒冷殿中所掠的~器皿拿來
11: 8 與~的寶器掠到埃及去．數年
11:38 用~寶石、和可愛之物、敬奉
11:43 他必把持埃及的~財寶、和各
何 2: 8 又加增他的~、他卻以此供奉
 8: 4 他們用~為自己製造偶像、以
珥 3: 5 你們既然奪取我的~、又將我
鴻 2: 9 你們搶掠~吧。因為所積蓄的
哈 2:19 是包裹~的、其中毫無氣息。
番 1:18 他們的~不能救他們．他的忿
亞 6:10 耶大雅的~．這三人是從巴比
 6:11 取這~作冠冕、戴在約撒答的
14:14 就是許多~衣服、必被收聚。
瑪 3: 3 熬煉他們像~一樣、他們就憑
徒 3: 6 ~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
雅 5: 3 你們的~都長了銹．那銹要證
彼前 1:18 為、不是憑著能壞的~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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