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 聖經(84次)

新約(13次)
福音書(4)
歷史書(0)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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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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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 pín

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2)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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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書(6)

預言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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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2) 利未記(3)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71次)

以賽亞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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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0)
詩歌智慧書(44) 約伯記(7) 詩篇(8) 箴言(25) 傳道書(4) 雅歌(0)

出22:25 我民中有~窮人與你同住、你
30:15 ~窮的也不可少出、各人要出
利14:21 他若~窮不能預備夠數、就要
25:35 你的弟兄在你那裏若漸漸~窮
27: 8 他若~窮不能照你所估定的價
士 6:15 是至~窮的．我在我父家是至
得 3:10 因為少年人無論~富、你都沒
撒上 2: 7 他使人~窮、也使人富足．使

 2: 8 他從灰塵裏抬舉~寒人、從糞
18:23 小事麼．我是~窮卑微的人。

王下24:14 除了國中極~窮的人以外、沒
伯 5:16 ~寒的人有指望、罪孽之輩必
22: 6 為當頭、剝去~寒人的衣服。
24: 4 正道．世上的~民盡都隱藏。
24: 5 這些~窮人、如同野驢出到曠
31:16 我若不容~寒人得其所願、或
34:19 也不看重富足的過於~窮的．
34:28 甚至使~窮人的哀聲達到他那
詩12: 5 和~窮人的歎息、我現在要起
41: 1 眷顧~窮的有福了．他遭難的
49: 2 流、富足~窮、都當留心聽。
72:13 他要憐恤~寒和窮乏的人、拯
82: 3 你們當為~寒的人和孤兒伸冤
82: 4 當保護~寒和窮乏的人、救他
112: 9 賙濟~窮．他的仁義、存到永
113: 7 他從灰塵裏抬舉~寒人、從糞
箴 6:11 你的~窮就必如強盜速來、你
10: 4 要受~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10:15 窮人的~乏、是他的敗壞。
13:18 必致~受辱．領受責備的、必
14:20 ~窮人連鄰舍也恨他．富足人
14:21 罪．憐憫~窮的、這人有福。
14:31 欺壓~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
18:23 ~窮人說哀求的話．富足人用
19: 1 行為純正的~窮人、勝過乖謬
19: 7 ~窮人弟兄都恨他．何況他的
19:17 憐憫~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20:13 免致~窮．眼要睜開、你就吃
22:16 欺壓~窮為要利己的、並送禮
22:22 ~窮人、你不可因他貧窮就搶
22:22 你不可因他~窮就搶奪他的物
23:21 必致~窮．好睡覺的、必穿破

24:34 你的~窮、就必如強盜速來、
28: 3 窮人欺壓~民、好像暴雨沖沒
28:11 但聰明的~窮人、能將他查透
28:15 暴虐的君王轄制~民．好像吼
28:27 賙濟~窮的、不致缺乏．佯為
29:13 ~窮人、強暴人、在世相遇、
30: 8 使我也不~窮、也不富足賜給
30: 9 又恐怕我~窮就偷竊、以致褻
31: 7 就忘記他的~窮、不再記念他
傳 4:13 ~窮而有智慧的少年人、勝過
 4:14 在他國中、生來原是~窮的。
 9:15 城中有一個~窮的智慧人、他
 9:16 然而那~窮人的智慧、被人藐
賽 3:14 向~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
 3:15 制我的百姓搓磨~窮人的臉呢
11: 4 卻要以公義審判~窮人、以正
14:30 ~寒人的長子、必有所食、窮
25: 4 你就作~窮人的保障、作困乏
29:19 人間~窮的、必因以色列的聖
61: 1 或作傳福音給~窮的人〕差遣
66: 2 兢的人。〔虛心原文作~窮〕
耶 5: 4 這些人實在是~窮的、是愚昧
結18:17 縮手不害~窮人、未曾向借錢
摩 4: 1 當聽我的話你們欺負~寒的、
 5:11 你們踐踏~民、向他們勒索麥
 8: 6 好用銀子買~寒人、用一雙鞋
哈 3:14 所喜愛的、是暗中吞吃~民。
番 3:12 留下困苦~寒的民．他們必投
亞 7:10 和~窮人．誰都不可心裏謀害
路 4:18 叫我傳福音給~窮的人．差遣
 6:20 你們~窮的人有福了．因為
14:13 倒要請那~窮的、殘廢的、瘸
14:21 領那~窮的、殘廢的、瞎眼的

林後 6:10 似乎~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
 8: 9 卻為你們成了~窮、叫你們因
 8: 9 叫你們因他的~窮、可以成為
 9: 9 賙濟~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雅 2: 5 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窮人
 2: 6 你們反倒羞辱~窮人。那富足
啟 2: 9 你的~窮、（你卻是富足的）
 3:17 可憐、~窮、瞎眼、赤身的．
13:16 無論大小~富、自主的為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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