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 圣经(118次)

新约(76次)
福音书(58)
历史书(5)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25) 马可福音(10) 路加福音(18)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5)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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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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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4) 希伯来书(1) 雅各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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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15)
历史书(4)

预言书(2)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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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7) 利未记(2) 民数记(1) 申命记(5)
旧约(42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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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2)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8)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0) 诗篇(3) 箴言(4) 传道书(3) 雅歌(0)

出21:11 他就可以不用~赎、白白的出
21:19 但要将他耽误的工夫用~赔补
21:21 以不受刑、因为是用~买的。
21:34 井主要拿~赔还本主人．死牲
22: 7 人若将银~、或家具、交付邻
22:17 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来。
22:25 你若借~给他、不可如放债的
利22:11 是他的~买的、那人就可以吃
25:37 你借~给他、不可向他取利．
民11: 5 不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
申 2: 6 你们要用~向他们买粮吃、也
 2: 6 吃、也要用~向他们买水喝。
21:14 决不可为~卖他、也不可当婢
23:18 娼妓所得的~、或娈童〔原文
23:19 或是~财、或是粮食、无论什
士 5:19 他纳争战．却未得掳掠银~。
尼 5: 4 葡萄园、借了~、给王纳税。
 5:10 也将银~粮食借给百姓．我们
 5:11 并向他们所取的银~、粮食、
诗49: 6 那些倚仗财货自夸~财多的人
112: 3 有~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112: 9 他施舍~财、赒济贫穷．他的
箴19:14 房屋~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23: 5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财上么
23: 5 因~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
29: 3 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财。
传 4: 8 眼目也不以~财为足．他说我
 7:12 好像银~护庇人一样．惟独智
10:19 使人快活、~能叫万事应心。
赛55: 1 没有银~的也可以来．你们都
55: 1 不用银~、不用价值、也来买
55: 2 你们为何花~〔原文作平银〕
哀 5: 4 我们出~才得水喝．我们的柴
结18: 8 未曾向借~的弟兄取利、也未
18:13 向借~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
18:17 未曾向借~的弟兄取利、也未
22:12 有向借~的弟兄取利、向借粮
弥 3:11 先知为银~行占卜．他们却倚
该 1: 6 得工~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
 1: 6 的、将工~装在破漏的囊中。
亚11:12 们给了三十块~作为我的工价
11:13 我便将这三十块~、在耶和华

太 5:26 若有一文~没有还清、你断不
10: 9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
13:22 ~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
17:24 丁税么。〔丁税约有半块~〕
17:27 必得一块~、可以拿去给他们
20: 2 一天一~银子、就打发他们进
20: 8 给他们工~、从后来的起、到
20: 9 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银子。
20:10 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
20:13 我讲定的、不是一~银子么。
21:12 推倒兑换银~之人的桌子、和
22:19 拿一个上税的~给我看。他们
22:19 他们就拿一个银~来给他。
25:27 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的人
26: 9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赒济穷
26:15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他们就
26:15 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
27: 3 把那三十块~、拿回来给祭司
27: 5 犹大就把那银~丢在殿里、出
27: 6 祭司长拾起银~来说、这是血
27: 7 就用那银~买了窑户的一块田
27: 9 他们用那三十块~、就是被估
27: 9 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是以
28:12 议、就拿许多银~给兵丁说、
28:15 兵丁受了银~、就照所嘱咐他
可 4:19 ~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
 6: 8 腰袋里也不要带~、除了拐杖
10:23 有~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等
10:24 倚靠~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
11:15 推倒兑换银~之人的桌子、和
12:15 探我．拿一个银~来给我看。
12:41 看众人怎样投~入库．有好些
12:41 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
12:42 往里投了两个小~、就是一个
12:42 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
路 3:14 诈人、自己有~粮就当知足。
 8:14 被今生的思虑~财宴乐挤住了
10: 4 不要带~囊、不要带口袋、不
10:35 第二天拿出二~银子来、交给
12:33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囊、用
12:59 若有半文~没有还清、你断不
15: 8 有十块~、若失落一块、岂不

15: 9 我失落的那块~已经找着了、
16: 9 要借着那不义的~财、结交朋
16: 9 到了~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
16:11 若你们在不义的~财上不忠心
16:11 还把那真实的~财托付你们呢
16:14 法利赛人是贪爱~财的、他们
18:24 有~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
20:24 拿一个银~来给我看．这像和
21: 2 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
22:35 没有~囊、没有口袋、没有鞋
22:36 但如今有~囊的可以带着、有
约 2:14 并有兑换银~的人、坐在那里
 2:15 倒出兑换银~之人的银钱、推
 2:15 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推
12: 6 又带着~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13:29 有人因犹大带着~囊、以为耶
徒 8:18 有圣灵赐下．就拿~给使徒、
 8:20 神的恩赐、是可以用~买的。
11:29 照各人的力量捐~、送去供给
19:19 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
24:26 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

林前 9:18 叫人不花~得福音、免得用尽
16: 1 论到为圣徒捐~、我从前怎样

林后 9: 9 他施舍~财、赒济贫穷．他的
 9:13 多多的捐~给他们和众人、便

提前 6:10 有人贪恋~财、就被引诱离了
 6:17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财．只要

提后 3: 2 贪爱~财、自夸、狂傲、谤讟
来13: 5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财．要以
雅 5: 3 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财。
 5: 4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这工钱
 5: 4 这工~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
启 6: 6 一~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
 6: 6 一~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钱 qián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