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贪 圣经(92次)

新约(43次)
福音书(6)
历史书(1)
保罗书信(28)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6) 哥林多前书(5)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4)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4)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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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2) 雅各书(1)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3)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1)

律法书(10)
历史书(2)

预言书(1)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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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3)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4)
旧约(49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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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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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诗歌智慧书(18) 约伯记(1) 诗篇(3) 箴言(12) 传道书(2) 雅歌(0)

出20:17 不可~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
20:17 也不可~恋人的妻子、仆婢、
34:24 候、必没有人~慕你的地土。
民11: 4 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欲的心
11:34 就是~欲之人的坟墓〕、因为
11:34 在那里葬埋那起~欲之心的人
申 5:21 不可~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
 5:21 也不可~图人的房屋、田地、
 7:25 其上的金银你不可~图、也不
21:20 我们的话、是~食好酒的人。
书 7:21 我就~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
撒上 8: 3 ~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
伯20:20 他因~而无厌、所喜悦的连一
诗10: 3 ~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
10: 3 或作他祝福~财的却轻慢耶和
78:30 他们~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
箴 1:19 凡~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
 1:19 这~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
15:27 ~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
20:13 不要~睡、免致贫穷．眼要睁
21:26 有终日~得无餍的．义人施舍
23: 2 你若是~食的、就当拿刀放在
23: 3 不可~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
23: 6 人的饭、也不要~他的美味．
23:21 因为好酒~食的、必致贫穷．
28: 7 与~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
28:16 以~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
28:25 心中~婪的、挑起争端．倚靠
传 5:10 ~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
 5:10 ~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
赛56:10 唤．但知作梦、躺卧、~睡。
56:11 这些狗~食、不知饱足．这些
57:17 因他~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
耶 6:13 都一味的~婪．从先知到祭司
 8:10 都一味地~婪．从先知到祭司
22:17 专顾~婪、流无辜人的血、行
51:13 结局到了、你~婪之量满了。
结16:28 你因~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
16:43 你就不再~淫行那一切可憎的
16:58 你~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
22:11 那人~淫玷污儿妇．还有玷辱
22:12 且因~得无餍、欺压邻舍夺取

23: 5 ~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
23:11 却还~恋、比他姐姐更丑．行
23:12 他~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
23:16 阿荷利巴一看见就~恋他们、
23:20 ~恋情人、身壮精足、如驴如
弥 2: 2 他们~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
 2: 2 ~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
太11:19 人又说他是~食好酒的人、是
可 7:22 ~婪、邪恶、诡诈、淫荡、嫉
路 7:34 你们说他是~食好酒的人、是
12:15 免去一切的~心．因为人的生
16:14 法利赛人是~爱钱财的、他们
21:34 恐怕因~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
徒20:33 我未曾~图一个人的金、银、
罗 1:27 彼此~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
 1:29 ~婪、恶毒．〔或作阴毒〕满
 7: 7 不可起~心。』我就不知何为
 7: 7 贪心。』我就不知何为~心。
 7: 8 诫命叫诸般的~心在我里头发
13: 9 不可~婪、或有别的诫命、都

林前 5:10 或~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
 5:11 或~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
 6:10 ~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
10: 6 叫我们不要~恋恶事、像他们
10: 6 恋恶事、像他们那样~恋的。
加 5:26 不要~图虚名、彼此惹气、互
弗 4:19 放纵私欲、~行种种的污秽。
 5: 3 或是~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
 5: 5 是有~心的、在基督和　神的
 5: 5 有~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腓 2: 3 不可~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
西 3: 5 和~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3: 5 贪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帖前 2: 5 也没有藏着~心、这是　神可
提前 3: 3 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财．

 3: 8 不好喝酒、不~不义之财．
 6:10 ~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
 6:10 有人~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

提后 3: 2 ~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
 4:10 因为底马~爱现今的世界、就
多 1: 7 事、不打人、不~无义之财、
 1:11 他们因~不义之财、将不该教

来12:16 有~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
13: 5 你们存心不可~爱钱财．要以
雅 4: 2 你们~恋、还是得不着．你们
彼前 5: 2 也不是因为~财、乃是出于乐
彼后 2: 3 他们因有~心、要用捏造的言

 2:14 心中习惯了~婪、正是被咒诅
 2:15 巴兰就是那~爱不义之工价的
启18:14 你所~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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