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舍客勒 圣经(128次)

新约(0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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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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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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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79)
历史书(38)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7)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5)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10)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5)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5) 出埃及记(14) 利未记(11) 民数记(47) 申命记(2)
旧约(128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7)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0) 诗篇(0)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3)

创23:15 值四百~银子的一块田、在你
23:16 银子、平了四百~给以弗仑。
24:22 重半~、两个金镯、重十舍客
24:22 金镯、重十~、给了那女子、
37:28 讲定二十~银子、把约瑟卖给
出21:32 必将银子三十~给他们的主人
30:13 每人要按圣所的平拿银子半~
30:13 这半~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
30:13 华的礼物、一~是二十季拉．
30:15 也不可少出、各人要出半~。
30:23 就是流质的没药五百~、香肉
30:23 就是二百五十~、菖蒲二百五
30:23 十舍客勒、菖蒲二百五十~、
30:24 桂皮五百~、都按着圣所的平
38:24 有二十九他连得并七百三十~
38:25 百他连得并一千七百七十五~
38:26 每人出银半~就是一比加。
38:28 用那一千七百七十五~银子、
38:29 有七十他连得并二千四百~。
利 5:15 按圣所的~拿银子、将赎愆祭
27: 3 圣所的平、估定价银五十~。
27: 4 若是女人、你要估定三十~。
27: 5 男子你要估定二十~、女子估
27: 5 二十舍客勒、女子估定十~。
27: 6 男子你要估定五~、女子估定
27: 6 定五舍客勒、女子估定三~。
27: 7 男人你要估定十五~、女人估
27: 7 十五舍客勒、女人估定十~。
27:16 麦一贺梅珥、要估价五十~。
27:25 圣所的平．二十季拉为一~。
民 3:47 每人取赎银五~（一舍客勒是
 3:47 舍客勒（一~是二十季拉）、
 3:50 的平、有一千三百六十五~。
 7:13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
 7:13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14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19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七
 7:19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20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25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
 7:25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26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31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
 7:31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32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37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
 7:37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38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43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
 7:43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44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49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
 7:49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50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55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
 7:55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56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61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
 7:61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62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67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七
 7:67 一个银碗重七十~、都是按圣
 7:68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73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
 7:73 重七十~、都是按圣所的平、
 7:74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79 重一百三十~、一个银碗重七
 7:79 一个银碗重七十~、都是按圣
 7:80 个金盂、重十~、盛满了香。
 7:85 每盘子重一百三十~、每碗重
 7:85 每碗重七十~、一切器皿的银
 7:85 圣所的平、共有二千四百~。
 7:86 每盂重十~．所有的金子共一
 7:86 所有的金子共一百二十~。
18:16 用银子五~赎出来（一舍客勒
18:16 赎出来（一~是二十季拉）．
31:52 共有一万六千七百五十~。
申22:19 并要罚他一百~银子、给女子
22:29 这男子就要拿五十~银子、给
书 7:21 二百~银子、一条金子、重五
 7:21 重五十~、我就贪爱这些物件
士 8:26 重一千七百~金子．此外还有
 9: 4 取了七十~银子给亚比米勒．
16: 5 们就每人给你一千一百~银子

17: 2 你那一千一百~银子被人拿去
17: 3 把这一千一百~银子还他母亲
17: 4 他母亲将二百~银子交给银匠
17:10 我每年给你十~银子、一套衣

撒上 9: 8 我手里有银子一~的四分之一
17: 5 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
17: 7 铁枪头重六百~．有一个拿盾

撒下14:26 按王的平称一称、重二百~。
18:11 我就赏你十~银子、一条带子
18:12 我就是得你一千~银子、我也
21:16 他的铜枪重三百~、又佩着新
24:24 大卫就用五十~银子、买了那

王上10:16 二百面、每面用金子六百~．
10:29 每辆价银六百~、马每匹一百
10:29 马每匹一百五十~．赫人诸王

王下 5: 5 金子六千~、衣裳十套、就去
 6:25 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八十~、二
 6:25 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五~。
 7: 1 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二细
 7: 1 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
 7:16 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二
 7:16 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正如
 7:18 二细亚大麦要卖银一~、一细
 7:18 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
15:20 使他们各出五十~、就给了亚

代上21:25 块地平了六百~金子给阿珥楠
代下 1:17 每辆价银七百~、马每匹一百

 1:17 马每匹一百五十~．赫人诸王
 3: 9 金钉重五十~。楼房都贴上金
 9:15 二百面、每面用金子六百~．
 9:16 每面用金子三百~．都放在利
尼 5:15 并银子四十~、就是他们的仆
10:32 每年各人捐银一~三分之一、
歌 8:11 为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银子
 8:12 一千~归你、二百舍客勒归看
 8:12 你、二百~归看守果子的人。
赛 7:23 值银一千~的地方、到那时、
耶32: 9 块地、平了十七~银子给他。
结 4:10 吃、每日二十~、按时而吃。
45:12 ~是二十季拉．二十舍客勒、
45:12 二十~、二十五舍客勒、十五
45:12 二十五~、十五舍客勒、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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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 勒、十五~、为你们的弥那。
何 3: 2 我便用银子十五~、大麦一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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