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貪 聖經(92次)

新約(43次)
福音書(6)
歷史書(1)
保羅書信(28)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6) 哥林多前書(5)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4)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4)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2)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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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7) 希伯來書(2)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3)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1)

律法書(10)
歷史書(2)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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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3) 利未記(0) 民數記(3) 申命記(4)
舊約(49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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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7)
詩歌智慧書(18) 約伯記(1) 詩篇(3) 箴言(12) 傳道書(2) 雅歌(0)

出20:17 不可~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
20:17 也不可~戀人的妻子、僕婢、
34:24 候、必沒有人~慕你的地土。
民11: 4 們中間的閒雜人大起~慾的心
11:34 就是~慾之人的墳墓〕、因為
11:34 在那裏葬埋那起~慾之心的人
申 5:21 不可~戀人的妻子、也不可貪
 5:21 也不可~圖人的房屋、田地、
 7:25 其上的金銀你不可~圖、也不
21:20 我們的話、是~食好酒的人。
書 7:21 我就~愛這些物件、便拿去了
撒上 8: 3 ~圖財利、收受賄賂、屈枉正
伯20:20 他因~而無厭、所喜悅的連一
詩10: 3 ~財的背棄耶和華、並且輕慢
10: 3 或作他祝福~財的卻輕慢耶和
78:30 他們~而無厭、食物還在他們
箴 1:19 凡~戀財利的、所行之路、都
 1:19 這~戀之心、乃奪去得財者之
15:27 ~戀財利的、擾害己家．恨惡
20:13 不要~睡、免致貧窮．眼要睜
21:26 有終日~得無饜的．義人施捨
23: 2 你若是~食的、就當拿刀放在
23: 3 不可~戀他的美食、因為是哄
23: 6 人的飯、也不要~他的美味．
23:21 因為好酒~食的、必致貧窮．
28: 7 與~食人作伴的、卻羞辱其父
28:16 以~財為可恨的、必年長日久
28:25 心中~婪的、挑起爭端．倚靠
傳 5:10 ~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
 5:10 ~愛豐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
賽56:10 喚．但知作夢、躺臥、~睡。
56:11 這些狗~食、不知飽足．這些
57:17 因他~婪的罪孽、我就發怒擊
耶 6:13 都一味的~婪．從先知到祭司
 8:10 都一味地~婪．從先知到祭司
22:17 專顧~婪、流無辜人的血、行
51:13 結局到了、你~婪之量滿了。
結16:28 你因~色無厭、又與亞述人行
16:43 你就不再~淫行那一切可憎的
16:58 你~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經擔
22:11 那人~淫玷污兒婦．還有玷辱
22:12 且因~得無饜、欺壓鄰舍奪取

23: 5 ~戀所愛的人、就是他的鄰邦
23:11 卻還~戀、比他姐姐更醜．行
23:12 他~戀鄰邦的亞述人、就是穿
23:16 阿荷利巴一看見就~戀他們、
23:20 ~戀情人、身壯精足、如驢如
彌 2: 2 他們~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
 2: 2 ~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
太11:19 人又說他是~食好酒的人、是
可 7:22 ~婪、邪惡、詭詐、淫蕩、嫉
路 7:34 你們說他是~食好酒的人、是
12:15 免去一切的~心．因為人的生
16:14 法利賽人是~愛錢財的、他們
21:34 恐怕因~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
徒20:33 我未曾~圖一個人的金、銀、
羅 1:27 彼此~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
 1:29 ~婪、惡毒．〔或作陰毒〕滿
 7: 7 不可起~心。』我就不知何為
 7: 7 貪心。』我就不知何為~心。
 7: 8 誡命叫諸般的~心在我裏頭發
13: 9 不可~婪、或有別的誡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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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罵的、勒
10: 6 叫我們不要~戀惡事、像他們
10: 6 戀惡事、像他們那樣~戀的。
加 5:26 不要~圖虛名、彼此惹氣、互
弗 4:19 放縱私慾、~行種種的污穢。
 5: 3 或是~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
 5: 5 是有~心的、在基督和　神的
 5: 5 有~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腓 2: 3 不可~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
西 3: 5 和~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3: 5 貪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帖前 2: 5 也沒有藏著~心、這是　神可
提前 3: 3 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財．

 3: 8 不好喝酒、不~不義之財．
 6:10 ~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
 6:10 有人~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

提後 3: 2 ~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
 4:10 因為底馬~愛現今的世界、就
多 1: 7 事、不打人、不~無義之財、
 1:11 他們因~不義之財、將不該教

來12:16 有~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
13: 5 你們存心不可~愛錢財．要以
雅 4: 2 你們~戀、還是得不著．你們
彼前 5: 2 也不是因為~財、乃是出於樂
彼後 2: 3 他們因有~心、要用捏造的言

 2:14 心中習慣了~婪、正是被咒詛
 2:15 巴蘭就是那~愛不義之工價的
啟18:14 你所~愛的果子離開了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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