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子 聖經(106次)

新約(7次)
福音書(3)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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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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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書(18)
歷史書(64)

預言書(3)

約書亞記(4)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9) 列王記下(7) 歷
代志上(8) 歷代志下(18) 以斯拉記(3)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1) 利未記(0) 民數記(5) 申命記(0)
舊約(99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1)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7)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1) 詩篇(4)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1)

創 2:11 哈腓拉全地的．在那裏有~、
 2:12 並且那地的~是好的．在那裏
出25:18 要用~錘出兩個基路伯來、安
26:29 板要用~包裹、又要作板上的
26:29 金環套閂、閂也要用~包裹。
26:37 用~包裹．柱子上當有金鉤、
28:13 要用~作二槽。
36:34 用~將板包裹．又作板上的金
36:34 的金環套閂．閂也用~包裹。
36:38 用~把柱頂、和柱子上的杆子
37: 7 用~錘出兩個基路伯來、安在
38:24 為聖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獻的~
39: 3 把~錘成薄片、剪出線來、與
民 7:86 所有的~共一百二十舍客勒。
 8: 4 是用~錘出來的、連座帶花都
31:51 就收了他們的~、都是打成的
31:52 所獻給耶和華為舉祭的~、共
31:54 百夫長的~、就帶進會幕、在
書 6:19 惟有~、銀子、和銅鐵的器皿
 6:24 惟有~、銀子、和銅鐵的器皿
 7:21 一條~、重五十舍客勒、我就
 7:24 那條~、並亞干的兒女、牛、
士 8:26 重一千七百舍客勒~．此外還
撒下12:30 其上的~、重一他連得、又嵌
王上 6:22 全殿都貼上~、直到貼完．內

 6:28 又用~包裹二基路伯。
 6:30 內殿外殿的地板、都貼上~。
 6:32 樹、和初開的花、都貼上~。
 6:35 和初開的花．都用~貼了。
 9:11 和~）所羅門王就把加利利地
 9:14 蘭給所羅門一百二十他連得~
 9:28 從那裏得了四百二十他連得~
10: 2 和許多~．他來見了所羅門王
10:10 示巴女王將一百二十他連得~
10:11 希蘭的船隻從俄斐運了~來、
10:14 所羅門每年所得的~、共有六
10:15 所進的~。〔雜族在歷代下九
10:16 所羅門王用錘出來的~、打成
10:16 百面、每面用~六百舍客勒．
10:17 又用錘出來的~、打成盾牌三
10:17 每面用~三彌那、都放在利巴
10:21 都是~的．利巴嫩林宮裏的一

22:48 將~運來．只是沒有去．因為
王下 5: 5 ~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

12:18 和華殿與王宮府庫裏所有的~
18:14 三百他連得、~三十他連得。
18:16 王希西家將耶和華殿門上的~
18:16 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都刮
20:13 就把他寶庫的~、銀子、香料
23:33 子一百他連得、~一他連得。

代上20: 2 其上的~重一他連得、又嵌著
21:25 地平了六百舍客勒~給阿珥楠
22:13 和華的殿預備了~十萬他連得
28:18 並用~作基路伯．〔原文作用
28:18 原文作用~作車式的基路伯〕
29: 2 預備~作金器、銀子作銀器、
29: 5 ~作金器、銀子作銀器、並藉
29: 7 獻上~五千他連得、零一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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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殿和殿的棟樑、門檻
 3: 8 上精金、共用~六百他連得。
 3: 9 五十舍客勒。樓房都貼上~。
 3:10 子造兩個基路伯．用~包裹．
 4:22 並殿的門扇、都是~妝飾的。
 8:18 得了四百五十他連得~、運到
 9: 1 和許多~．他來見了所羅門、
 9: 9 示巴女王將一百二十他連得~
 9:10 從俄斐運了~來、也運了檀香
 9:13 所羅門每年所得的~、共有六
 9:14 另外還有商人所進的~．並且
 9:15 王用錘出來的~打成擋牌二百
 9:15 百面、每面用~六百舍客勒．
 9:16 又用錘出來的~打成盾牌三百
 9:16 每面用~三百舍客勒．都放在
36: 3 子一百他連得、~一他連得。
拉 1: 6 ~、財物、牲畜、珍寶幫助他
 2:69 他們量力捐入工程庫的~、六
 8:26 一百他連得、~一百他連得、
尼 7:70 省長捐入庫中的~一千達利克
 7:71 長捐入工程庫的~二萬達利克
 7:72 其餘百姓所捐的~二萬達利克
伯 3:15 或與有~、將銀子裝滿了房屋
詩19:10 都比~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

72:15 示巴的~要奉給他．人要常常
105:37 他領自己的百姓帶銀子~出來
119:127命令、勝於~、更勝於精金。
箴16:16 得智慧勝似得~．選聰明強如
20:15 有~和許多珍珠．〔或作紅寶
歌 5:11 他的頭像至精的~．他的頭髮
賽13:17 人不注重銀子、也不喜愛~。
30:22 和鑄造偶像所鍍的~、你要玷
39: 2 就把自己寶庫的~、銀子、香
46: 6 那從囊中抓~、用天平平銀子
60:17 我要拿~代替銅、拿銀子代替
耶10: 9 並有從烏法來的~、都是匠人
結 7:19 ~看如污穢之物．當耶和華發
該 2: 8 銀子是我的、~也是我的。
亞13: 9 如試煉~．他們必求告我的名
太23:16 只是凡指著殿中~起誓的、他
23:17 是~呢、還是叫金子成聖的殿
23:17 子呢、還是叫~成聖的殿呢。

彼前 1: 7 仍然能壞的~、更顯寶貴．可
啟 3: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叫你
17: 4 用~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
18:16 又用~、寶石、和珍珠為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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