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 圣经(84次)

新约(13次)
福音书(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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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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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2)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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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历史书(6)

预言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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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2) 利未记(3)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71次)

以赛亚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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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0)
诗歌智慧书(44) 约伯记(7) 诗篇(8) 箴言(25) 传道书(4) 雅歌(0)

出22:25 我民中有~穷人与你同住、你
30:15 ~穷的也不可少出、各人要出
利14:21 他若~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
25:35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穷
27: 8 他若~穷不能照你所估定的价
士 6:15 是至~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
得 3:10 因为少年人无论~富、你都没
撒上 2: 7 他使人~穷、也使人富足．使

 2: 8 他从灰尘里抬举~寒人、从粪
18:23 小事么．我是~穷卑微的人。

王下24:14 除了国中极~穷的人以外、没
伯 5:16 ~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
22: 6 为当头、剥去~寒人的衣服。
24: 4 正道．世上的~民尽都隐藏。
24: 5 这些~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
31:16 我若不容~寒人得其所愿、或
34:19 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穷的．
34:28 甚至使~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
诗12: 5 和~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
41: 1 眷顾~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
49: 2 流、富足~穷、都当留心听。
72:13 他要怜恤~寒和穷乏的人、拯
82: 3 你们当为~寒的人和孤儿伸冤
82: 4 当保护~寒和穷乏的人、救他
112: 9 赒济~穷．他的仁义、存到永
113: 7 他从灰尘里抬举~寒人、从粪
箴 6:11 你的~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
10: 4 要受~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10:15 穷人的~乏、是他的败坏。
13:18 必致~受辱．领受责备的、必
14:20 ~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
14:21 罪．怜悯~穷的、这人有福。
14:31 欺压~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
18:23 ~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
19: 1 行为纯正的~穷人、胜过乖谬
19: 7 ~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
19:17 怜悯~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20:13 免致~穷．眼要睁开、你就吃
22:16 欺压~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
22:22 ~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
22:22 你不可因他~穷就抢夺他的物
23:21 必致~穷．好睡觉的、必穿破

24:34 你的~穷、就必如强盗速来、
28: 3 穷人欺压~民、好像暴雨冲没
28:11 但聪明的~穷人、能将他查透
28:15 暴虐的君王辖制~民．好像吼
28:27 赒济~穷的、不致缺乏．佯为
29:13 ~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
30: 8 使我也不~穷、也不富足赐给
30: 9 又恐怕我~穷就偷窃、以致亵
31: 7 就忘记他的~穷、不再记念他
传 4:13 ~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
 4:14 在他国中、生来原是~穷的。
 9:15 城中有一个~穷的智慧人、他
 9:16 然而那~穷人的智慧、被人藐
赛 3:14 向~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
 3:15 制我的百姓搓磨~穷人的脸呢
11: 4 却要以公义审判~穷人、以正
14:30 ~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
25: 4 你就作~穷人的保障、作困乏
29:19 人间~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
61: 1 或作传福音给~穷的人〕差遣
66: 2 兢的人。〔虚心原文作~穷〕
耶 5: 4 这些人实在是~穷的、是愚昧
结18:17 缩手不害~穷人、未曾向借钱
摩 4: 1 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寒的、
 5:11 你们践踏~民、向他们勒索麦
 8: 6 好用银子买~寒人、用一双鞋
哈 3:14 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民。
番 3:12 留下困苦~寒的民．他们必投
亚 7:10 和~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
路 4:18 叫我传福音给~穷的人．差遣
 6:20 你们~穷的人有福了．因为
14:13 倒要请那~穷的、残废的、瘸
14:21 领那~穷的、残废的、瞎眼的

林后 6:10 似乎~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
 8: 9 却为你们成了~穷、叫你们因
 8: 9 叫你们因他的~穷、可以成为
 9: 9 赒济~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雅 2: 5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穷人
 2: 6 你们反倒羞辱~穷人。那富足
启 2: 9 你的~穷、（你却是富足的）
 3:17 可怜、~穷、瞎眼、赤身的．
13:16 无论大小~富、自主的为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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