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 聖經(128次)

新約(42次)
福音書(5)
歷史書(22)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2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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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利 lì

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8)

律法書(16)
歷史書(17)

預言書(8)

約書亞記(2) 士師記(5)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4) 利未記(2) 民數記(1) 申命記(5)
舊約(86次)

以賽亞書(14)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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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6)
詩歌智慧書(27) 約伯記(2) 詩篇(10) 箴言(14) 傳道書(1) 雅歌(0)

創 4:22 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器的、〔
39: 2 華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
39: 3 和華使他手裏所辦的盡都順~
39:23 耶和華使他所作的盡都順~。
出 9:24 甚是~害、自從埃及成國以來
10:14 甚是~害、以前沒有這樣的、
22:25 他、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
30:34 喜~比拿．這馨香的香料、和
利25:36 不可向他取~、也不可向他多
25:37 不可向他取~．借糧給他、也
民14:41 的命令呢、這事不能順~了。
申23: 6 他們的平安、和他們的~益。
23:19 無論甚麼可生~的物、都不可
23:19 麼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
23:20 借給外邦人可以取~、只是借
23:20 只是借給你弟兄不可取~．這
書 1: 7 無論往那裏去、都可以順~。
 1: 8 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
士 3:15 他是左手便~的．以色列人託
 8:33 以巴力比~土為他們的神。
 9: 4 就從巴力比~土的廟中、取了
 9:46 就躲入巴力比~土廟的衛所。
20:16 都是左手便~的、能用機弦甩

撒上 8: 3 貪圖財~、收受賄賂、屈枉正
10:21 就掣出瑪特~族、從其中又掣

代下 4:17 疏割和撒~但中間、藉膠泥鑄
 7:11 作的、都順順~利地作成了。
 7:11 作的、都順順利~地作成了。
拉 9:12 和他們的~益、這樣你們就可
尼 5: 7 你們各人向弟兄取~。於是我
 5:10 姓．我們大家都當免去~息。
 5:11 百分之一的~息都歸還他們。
12:14 米~古族、有約拿單．示巴尼
伯22: 3 行為完全、豈能使他得~呢。
27: 8 雖然得~、　神奪取其命的時
詩 1: 3 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
15: 5 他不放債取~、不受賄賂以害
44:12 你賣了你的子民也不賺~．所
49:18 你若~己、人必誇獎你）
52: 2 詐、好像剃頭刀、快~傷人。
104:35 華。〔原文作哈~路亞下同〕
112: 5 這人事情順~．他被審判的時

120: 4 就是勇士的~箭、和羅騰木的
128: 2 來的．你要享福、事情順~。
140: 3 他們使舌頭尖~如蛇．嘴裏有
箴 1:19 凡貪戀財~的、所行之路、都
 3:14 過得銀子、其~益強如精金．
15: 6 財寶．惡人得~、反受擾害。
15:27 貪戀財~的、擾害己家．恨惡
16: 8 多有財~、行事不義、不如少
16: 8 不如少有財~、行事公義。
17: 8 寶玉、隨處運動、都得順~。
22:16 欺壓貧窮為要~己的、並送禮
25:18 就是大槌、是~刀、是快箭。
26:18 ~箭、與殺人的兵器〔殺人的
28: 8 人以厚~加增財物、是給那憐
31:11 心裏倚靠他、必不缺少~益．
31:16 用手所得之~、栽種葡萄園．
31:18 得所經營的有~他的燈終夜不
傳 5:10 也不因得~益知足．這也是虛
賽 5:28 他們的箭快~、弓也上了弦．
23:17 他就仍得~息〔原文作雇價下
23:18 他的貨財和~息、要歸耶和華
24: 2 取~的怎樣、出利的也怎樣。
24: 2 取利的怎樣、出~的也怎樣。
28:27 不用尖~的器具、軋大茴香、
30: 5 他們必因那不~於他們的民蒙
30: 5 也非~益、只作羞恥凌辱。
30: 6 往那不~於他們的民那裏去。
30:10 不要望見不吉~的事、對先知
33:15 憎惡欺壓的財~、擺手不受賄
54:17 必不~用．凡在審判時興起用
56:11 路、各從各方求自己的~益。
58: 3 仍求~益、勒逼人為你們作苦
耶 2:37 靠的、你必不因他們得順~。
10:21 所以不得順~、他們的羊群也
32: 5 卻不順~．這是耶和華說的。
結13:18 的性命、為~己將人救活麼。
18: 8 未曾向借錢的弟兄取~、也未
18:13 向借錢的弟兄取~、向借糧的
18:17 未曾向借錢的弟兄取~、也未
21:15 閃電、磨得尖~、要行殺戮。
22:12 有向借錢的弟兄取~、向借糧
33:31 口多顯愛情、心卻追隨財~。

但 8:12 地上、任意而行、無不順~。
 8:24 事情順~、任意而行．又必毀
太 6:24 瑪門。〔瑪門是財~的意思〕
25:27 的時候、可以連本帶~收回。
27:64 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害了。
路19:23 連本帶~都可以要回來呢。
約 5:14 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害。
徒 6: 5 又揀選腓~、伯羅哥羅、尼迦
 8: 5 腓~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
 8: 6 又看見腓~所行的神蹟、就同
 8:12 至他們信了腓~所傳　神國的
 8:13 就常與腓~在一處．看見他所
 8:26 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說、起
 8:27 腓~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
 8:29 聖靈對腓~說、你去貼近那車
 8:30 腓~就跑到太監那裏、聽見他
 8:31 於是請腓~上車、與他同坐。
 8:34 太監對腓~說、請問、先知說
 8:35 腓~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
 8:37 腓~說、你若是一心相信、就
 8:38 腓~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裏去、
 8:38 下水裏去、腓~就給他施洗。
 8:39 主的靈把腓~提了去、太監也
 8:40 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
15: 5 有幾個信徒是法~賽教門的人
16:16 法術、叫他主人們大得財~。
16:19 見得~的指望沒有了、便揪住
21: 8 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家裏、和
23: 9 有幾個法~賽黨的文士站起來

林後 2:17 為~混亂　神的道．乃是由於
10:10 又~害．及至見面、卻是氣貌

提前 6: 5 他們以敬虔為得~的門路．
 6: 6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了
雅 4:13 在那裏住一年、作買賣得~．
彼後 2: 3 在你們身上取~．他們的刑罰
猶 1:11 又為~往巴蘭的錯謬裏直奔、
啟 1:16 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劍
 2:12 者、說、那有兩刃~劍的說、
16:18 沒有這樣大這樣~害的地震。
19: 1 哈~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
19: 3 哈~路亞。燒淫婦的煙往上冒
19: 4 　神、說、阿們、哈~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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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哈~路亞．因為主我們的　神
19:15 有~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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