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 圣经(128次)

新约(42次)
福音书(5)
历史书(22)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2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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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利 lì

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8)

律法书(16)
历史书(17)

预言书(8)

约书亚记(2) 士师记(5)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4) 利未记(2) 民数记(1) 申命记(5)
旧约(86次)

以赛亚书(14)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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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6)
诗歌智慧书(27) 约伯记(2) 诗篇(10) 箴言(14) 传道书(1) 雅歌(0)

创 4:22 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器的、〔
39: 2 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
39: 3 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
39:23 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
出 9:24 甚是~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
10:14 甚是~害、以前没有这样的、
22:25 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
30:34 喜~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
利25:36 不可向他取~、也不可向他多
25:37 不可向他取~．借粮给他、也
民14:41 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了。
申23: 6 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益。
23:19 无论什么可生~的物、都不可
23:19 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
23:20 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只是借
23:20 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这
书 1: 7 无论往那里去、都可以顺~。
 1: 8 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
士 3:15 他是左手便~的．以色列人托
 8:33 以巴力比~土为他们的神。
 9: 4 就从巴力比~土的庙中、取了
 9:46 就躲入巴力比~土庙的卫所。
20:16 都是左手便~的、能用机弦甩

撒上 8: 3 贪图财~、收受贿赂、屈枉正
10:21 就掣出玛特~族、从其中又掣

代下 4:17 疏割和撒~但中间、借胶泥铸
 7:11 作的、都顺顺~利地作成了。
 7:11 作的、都顺顺利~地作成了。
拉 9:12 和他们的~益、这样你们就可
尼 5: 7 你们各人向弟兄取~。于是我
 5:10 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息。
 5:11 百分之一的~息都归还他们。
12:14 米~古族、有约拿单．示巴尼
伯22: 3 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呢。
27: 8 虽然得~、　神夺取其命的时
诗 1: 3 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
15: 5 他不放债取~、不受贿赂以害
44:12 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所
49:18 你若~己、人必夸奖你）
52: 2 诈、好像剃头刀、快~伤人。
104:35 华。〔原文作哈~路亚下同〕
112: 5 这人事情顺~．他被审判的时

120: 4 就是勇士的~箭、和罗腾木的
128: 2 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
140: 3 他们使舌头尖~如蛇．嘴里有
箴 1:19 凡贪恋财~的、所行之路、都
 3:14 过得银子、其~益强如精金．
15: 6 财宝．恶人得~、反受扰害。
15:27 贪恋财~的、扰害己家．恨恶
16: 8 多有财~、行事不义、不如少
16: 8 不如少有财~、行事公义。
17: 8 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
22:16 欺压贫穷为要~己的、并送礼
25:18 就是大槌、是~刀、是快箭。
26:18 ~箭、与杀人的兵器〔杀人的
28: 8 人以厚~加增财物、是给那怜
31:11 心里倚靠他、必不缺少~益．
31:16 用手所得之~、栽种葡萄园．
31:18 得所经营的有~他的灯终夜不
传 5:10 也不因得~益知足．这也是虚
赛 5:28 他们的箭快~、弓也上了弦．
23:17 他就仍得~息〔原文作雇价下
23:18 他的货财和~息、要归耶和华
24: 2 取~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
24: 2 取利的怎样、出~的也怎样。
28:27 不用尖~的器具、轧大茴香、
30: 5 他们必因那不~于他们的民蒙
30: 5 也非~益、只作羞耻凌辱。
30: 6 往那不~于他们的民那里去。
30:10 不要望见不吉~的事、对先知
33:15 憎恶欺压的财~、摆手不受贿
54:17 必不~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
56:11 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益。
58: 3 仍求~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
耶 2:37 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
10:21 所以不得顺~、他们的羊群也
32: 5 却不顺~．这是耶和华说的。
结13:18 的性命、为~己将人救活么。
18: 8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也未
18:13 向借钱的弟兄取~、向借粮的
18:17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也未
21:15 闪电、磨得尖~、要行杀戮。
22:12 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向借粮
33:31 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

但 8:12 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
 8:24 事情顺~、任意而行．又必毁
太 6:24 玛门。〔玛门是财~的意思〕
25:27 的时候、可以连本带~收回。
27:64 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害了。
路19:23 连本带~都可以要回来呢。
约 5:14 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害。
徒 6: 5 又拣选腓~、伯罗哥罗、尼迦
 8: 5 腓~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
 8: 6 又看见腓~所行的神迹、就同
 8:12 至他们信了腓~所传　神国的
 8:13 就常与腓~在一处．看见他所
 8:26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说、起
 8:27 腓~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
 8:29 圣灵对腓~说、你去贴近那车
 8:30 腓~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
 8:31 于是请腓~上车、与他同坐。
 8:34 太监对腓~说、请问、先知说
 8:35 腓~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
 8:37 腓~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
 8:38 腓~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
 8:38 下水里去、腓~就给他施洗。
 8:39 主的灵把腓~提了去、太监也
 8:40 后来有人在亚锁都遇见腓~、
15: 5 有几个信徒是法~赛教门的人
16:16 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
16:19 见得~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
21: 8 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家里、和
23: 9 有几个法~赛党的文士站起来

林后 2:17 为~混乱　神的道．乃是由于
10:10 又~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

提前 6: 5 他们以敬虔为得~的门路．
 6: 6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了
雅 4:13 在那里住一年、作买卖得~．
彼后 2: 3 在你们身上取~．他们的刑罚
犹 1:11 又为~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
启 1:16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
 2:12 者、说、那有两刃~剑的说、
16:18 没有这样大这样~害的地震。
19: 1 哈~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
19: 3 哈~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
19: 4 　神、说、阿们、哈~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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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哈~路亚．因为主我们的　神
19:15 有~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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