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子 圣经(106次)

新约(7次)
福音书(3)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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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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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18)
历史书(64)

预言书(3)

约书亚记(4)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19) 列王记下(7) 历
代志上(8) 历代志下(18) 以斯拉记(3)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1) 利未记(0) 民数记(5) 申命记(0)
旧约(99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1) 诗篇(4)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1)

创 2:11 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
 2:12 并且那地的~是好的．在那里
出25:18 要用~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
26:29 板要用~包裹、又要作板上的
26:29 金环套闩、闩也要用~包裹。
26:37 用~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
28:13 要用~作二槽。
36:34 用~将板包裹．又作板上的金
36:34 的金环套闩．闩也用~包裹。
36:38 用~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杆子
37: 7 用~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
38:24 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
39: 3 把~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
民 7:86 所有的~共一百二十舍客勒。
 8: 4 是用~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
31:51 就收了他们的~、都是打成的
31:52 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共
31:54 百夫长的~、就带进会幕、在
书 6:19 惟有~、银子、和铜铁的器皿
 6:24 惟有~、银子、和铜铁的器皿
 7:21 一条~、重五十舍客勒、我就
 7:24 那条~、并亚干的儿女、牛、
士 8:26 重一千七百舍客勒~．此外还
撒下12:30 其上的~、重一他连得、又嵌
王上 6:22 全殿都贴上~、直到贴完．内

 6:28 又用~包裹二基路伯。
 6:30 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
 6:32 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
 6:35 和初开的花．都用~贴了。
 9:11 和~）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
 9:14 兰给所罗门一百二十他连得~
 9:28 从那里得了四百二十他连得~
10: 2 和许多~．他来见了所罗门王
10:10 示巴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得~
10:11 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来、
10:14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共有六
10:15 所进的~。〔杂族在历代下九
10:16 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打成
10:16 百面、每面用~六百舍客勒．
10:17 又用锤出来的~、打成盾牌三
10:17 每面用~三弥那、都放在利巴
10:21 都是~的．利巴嫩林宫里的一

22:48 将~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
王下 5: 5 ~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

12:18 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
18:14 三百他连得、~三十他连得。
18:16 王希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
18:16 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都刮
20:13 就把他宝库的~、银子、香料
23:33 子一百他连得、~一他连得。

代上20: 2 其上的~重一他连得、又嵌着
21:25 地平了六百舍客勒~给阿珥楠
22:13 和华的殿预备了~十万他连得
28:18 并用~作基路伯．〔原文作用
28:18 原文作用~作车式的基路伯〕
29: 2 预备~作金器、银子作银器、
29: 5 ~作金器、银子作银器、并借
29: 7 献上~五千他连得、零一万达

代下 3: 6 所用的~都是巴瓦音的金子。
 3: 6 所用的金子都是巴瓦音的~。
 3: 7 又用~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
 3: 8 上精金、共用~六百他连得。
 3: 9 五十舍客勒。楼房都贴上~。
 3:10 子造两个基路伯．用~包裹．
 4:22 并殿的门扇、都是~妆饰的。
 8:18 得了四百五十他连得~、运到
 9: 1 和许多~．他来见了所罗门、
 9: 9 示巴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得~
 9:10 从俄斐运了~来、也运了檀香
 9:13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共有六
 9:14 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并且
 9:15 王用锤出来的~打成挡牌二百
 9:15 百面、每面用~六百舍客勒．
 9:16 又用锤出来的~打成盾牌三百
 9:16 每面用~三百舍客勒．都放在
36: 3 子一百他连得、~一他连得。
拉 1: 6 ~、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
 2:69 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六
 8:26 一百他连得、~一百他连得、
尼 7:70 省长捐入库中的~一千达利克
 7:71 长捐入工程库的~二万达利克
 7:72 其余百姓所捐的~二万达利克
伯 3:15 或与有~、将银子装满了房屋
诗19:10 都比~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

72:15 示巴的~要奉给他．人要常常
105:37 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出来
119:127命令、胜于~、更胜于精金。
箴16:16 得智慧胜似得~．选聪明强如
20:15 有~和许多珍珠．〔或作红宝
歌 5:11 他的头像至精的~．他的头发
赛13:17 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
30:22 和铸造偶像所镀的~、你要玷
39: 2 就把自己宝库的~、银子、香
46: 6 那从囊中抓~、用天平平银子
60:17 我要拿~代替铜、拿银子代替
耶10: 9 并有从乌法来的~、都是匠人
结 7:19 ~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
该 2: 8 银子是我的、~也是我的。
亚13: 9 如试炼~．他们必求告我的名
太23:16 只是凡指着殿中~起誓的、他
23:17 是~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
23:17 子呢、还是叫~成圣的殿呢。

彼前 1: 7 仍然能坏的~、更显宝贵．可
启 3:18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叫你
17: 4 用~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
18:16 又用~、宝石、和珍珠为妆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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