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 聖經(118次)

新約(76次)
福音書(58)
歷史書(5)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25) 馬可福音(10) 路加福音(18)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5)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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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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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1) 雅各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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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15)
歷史書(4)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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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7) 利未記(2) 民數記(1) 申命記(5)
舊約(42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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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2)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8)
詩歌智慧書(10) 約伯記(0) 詩篇(3) 箴言(4) 傳道書(3) 雅歌(0)

出21:11 他就可以不用~贖、白白的出
21:19 但要將他耽誤的工夫用~賠補
21:21 以不受刑、因為是用~買的。
21:34 井主要拿~賠還本主人．死牲
22: 7 人若將銀~、或家具、交付鄰
22:17 要按處女的聘禮、交出~來。
22:25 你若借~給他、不可如放債的
利22:11 是他的~買的、那人就可以吃
25:37 你借~給他、不可向他取利．
民11: 5 不花~就吃魚、也記得有黃瓜
申 2: 6 你們要用~向他們買糧吃、也
 2: 6 吃、也要用~向他們買水喝。
21:14 決不可為~賣他、也不可當婢
23:18 娼妓所得的~、或孌童〔原文
23:19 或是~財、或是糧食、無論甚
士 5:19 他納爭戰．卻未得擄掠銀~。
尼 5: 4 葡萄園、借了~、給王納稅。
 5:10 也將銀~糧食借給百姓．我們
 5:11 並向他們所取的銀~、糧食、
詩49: 6 那些倚仗財貨自誇~財多的人
112: 3 有~財．他的公義、存到永遠
112: 9 他施捨~財、賙濟貧窮．他的
箴19:14 房屋~財、是祖宗所遺留的．
23: 5 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財上麼
23: 5 因~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
29: 3 與妓女結交的、卻浪費~財。
傳 4: 8 眼目也不以~財為足．他說我
 7:12 好像銀~護庇人一樣．惟獨智
10:19 使人快活、~能叫萬事應心。
賽55: 1 沒有銀~的也可以來．你們都
55: 1 不用銀~、不用價值、也來買
55: 2 你們為何花~〔原文作平銀〕
哀 5: 4 我們出~才得水喝．我們的柴
結18: 8 未曾向借~的弟兄取利、也未
18:13 向借~的弟兄取利、向借糧的
18:17 未曾向借~的弟兄取利、也未
22:12 有向借~的弟兄取利、向借糧
彌 3:11 先知為銀~行占卜．他們卻倚
該 1: 6 得工~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
 1: 6 的、將工~裝在破漏的囊中。
亞11:12 們給了三十塊~作為我的工價
11:13 我便將這三十塊~、在耶和華

太 5:26 若有一文~沒有還清、你斷不
10: 9 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
13:22 ~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
17:24 丁稅麼。〔丁稅約有半塊~〕
17:27 必得一塊~、可以拿去給他們
20: 2 一天一~銀子、就打發他們進
20: 8 給他們工~、從後來的起、到
20: 9 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銀子。
20:10 要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
20:13 我講定的、不是一~銀子麼。
21:12 推倒兌換銀~之人的桌子、和
22:19 拿一個上稅的~給我看。他們
22:19 他們就拿一個銀~來給他。
25:27 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的人
26: 9 這香膏可以賣許多~、賙濟窮
26:15 你們願意給我多少~。他們就
26:15 錢。他們就給了他三十塊~。
27: 3 把那三十塊~、拿回來給祭司
27: 5 猶大就把那銀~丟在殿裏、出
27: 6 祭司長拾起銀~來說、這是血
27: 7 就用那銀~買了窯戶的一塊田
27: 9 他們用那三十塊~、就是被估
27: 9 就是被估定之人的價~、是以
28:12 議、就拿許多銀~給兵丁說、
28:15 兵丁受了銀~、就照所囑咐他
可 4:19 ~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
 6: 8 腰袋裏也不要帶~、除了柺杖
10:23 有~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等
10:24 倚靠~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
11:15 推倒兌換銀~之人的桌子、和
12:15 探我．拿一個銀~來給我看。
12:41 看眾人怎樣投~入庫．有好些
12:41 些財主、往裏投了若干的~。
12:42 往裏投了兩個小~、就是一個
12:42 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
路 3:14 詐人、自己有~糧就當知足。
 8:14 被今生的思慮~財宴樂擠住了
10: 4 不要帶~囊、不要帶口袋、不
10:35 第二天拿出二~銀子來、交給
12:33 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囊、用
12:59 若有半文~沒有還清、你斷不
15: 8 有十塊~、若失落一塊、豈不

15: 9 我失落的那塊~已經找著了、
16: 9 要藉著那不義的~財、結交朋
16: 9 到了~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
16:11 若你們在不義的~財上不忠心
16:11 還把那真實的~財託付你們呢
16:14 法利賽人是貪愛~財的、他們
18:24 有~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
20:24 拿一個銀~來給我看．這像和
21: 2 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
22:35 沒有~囊、沒有口袋、沒有鞋
22:36 但如今有~囊的可以帶著、有
約 2:14 並有兌換銀~的人、坐在那裏
 2:15 倒出兌換銀~之人的銀錢、推
 2:15 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推
12: 6 又帶著~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13:29 有人因猶大帶著~囊、以為耶
徒 8:18 有聖靈賜下．就拿~給使徒、
 8:20 神的恩賜、是可以用~買的。
11:29 照各人的力量捐~、送去供給
19:19 書價、便知道共合五萬塊~。
24:26 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他銀~、

林前 9:18 叫人不花~得福音、免得用盡
16: 1 論到為聖徒捐~、我從前怎樣

林後 9: 9 他施捨~財、賙濟貧窮．他的
 9:13 多多的捐~給他們和眾人、便

提前 6:10 有人貪戀~財、就被引誘離了
 6:17 也不要倚靠無定的~財．只要

提後 3: 2 貪愛~財、自誇、狂傲、謗讟
來13: 5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財．要以
雅 5: 3 們在這末世、只知積儹~財。
 5: 4 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這工錢
 5: 4 這工~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
啟 6: 6 一~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
 6: 6 一~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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