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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記載”錢財”的經文 

Bible Verses About “Money, Rich, and Wealth” 
 

賺得 
[Mat] 太 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Mat] 太 16:25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

的、必得著生命。 

[Mat] 太 16:26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Mat] 太 16:27 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Mat] 太 16:28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裡。 

 Matthew 16:24 Then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If anyone would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and follow me. 25 For 

whoever would save his life will lose it, but whoever loses his life for my sake will find it. 26 For what will it profit a man if he gains the 
whole world and forfeits his soul? Or what shall a man give in return for his soul? 27 For the Son of Man is going to come with his angels 
in the glory of his Father, and then he will repay each person according to what he has done. 28 Truly, I say to you, there are some standing here who 
will not taste death until they see the Son of Man coming in his kingdom.” 
 

[Mak] 可 8:34 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Mak] 可 8:35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Mak] 可 8:36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Mak] 可 8:37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 
[Mak] 可 8:38 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Luk] 路 9: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Luk] 路 9:24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掉生

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Luk] 路 9:25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 
[Luk] 路 9:26 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裡、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裡、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Luk] 路 9:27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 神的國。 

  

賺了 

[Mat] 太 25:14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 

[Mat] 太 25:15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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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太 25:16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 

[Mat] 太 25:17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 

[Mat] 太 25:18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Mat] 太 25:19 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 

[Mat] 太 25:20 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阿、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 

[Mat] 太 25: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

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Mat] 太 25:22 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阿、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二千。 

[Mat] 太 25:23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

人的快樂。 

[Mat]  太 25:24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Mat] 太 25: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請看、你的

原銀子在這裡。 
[Mat] 太 25:26 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

的地方要聚斂． 

[Mat] 太 25:27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

回。 
[Mat] 太 25:28 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 

[Mat] 太 25:29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

有的、也要奪過來。 

[Mat] 太 25:30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

齒了。 
  

[Luk] 路 19:11 眾人正在聽見這些話的時候、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又因他們以為 神的國快要顯出來、就另設一個比喻說、 

[Luk] 路 19:12 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 

[Luk] 路 19:13 便叫了他的十個僕人來、交給他們十錠銀子、〔錠原文作彌拿一彌拿約銀十兩〕說、你們去作生意、直等我回來。 

[Luk] 路 19:14 他本國的人卻恨他、打發使者隨後去說、我們不願意這個人作我們的王。 

[Luk] 路 19:15 他既得國回來、就吩咐叫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作生意賺了多少。 

[Luk] 路 19:16 頭一個上來說、主阿、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十錠。 

[Luk] 路 19:17 主人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 

[Luk] 路 19:18 第二個來說、主阿、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錠。 

[Luk] 路 19:19 主人說、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Luk] 路 19:20 又有一個來說、主阿、看哪、你的一錠銀子在這裡、我把它包在手巾裡存著． 

[Luk] 路 19:21 我原是怕你、因為你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 



真神真道網   1-1-1God.org 

	   3	  

[Luk] 路 19:22 主人對他說、你這惡僕、我要憑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嚴厲的人、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 

[Luk] 路 19:23 為甚麼不把我的銀子交給銀行、等我來的時候、連本帶利都可以要回來呢。 

[Luk] 路 19:24 就對旁邊站著的人說、奪過他這一錠來、給那有十錠的。 

[Luk] 路 19:25 他們說、主阿、他已經有十錠了。 

[Luk] 路 19:26 主人說、我告訴你們、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錢財 

Total 26 t imes in the Bible 

 [Mat] 太 13:22 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 

[Mat] 太 13: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Matthew 13:22 As for what was sown among thorns, this is the one who hears the word, but the cares of the world and the 
deceitfulness of riches choke the word, and it proves unfruitful. 23 As for what was sown on good soil, this is the one who 
hears the word and understands it. He indeed bears fruit and yields, in one case a hundredfold, in another sixty, and in another thirty.” 
 

[Mak] 可 4:2 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在教訓之間、對他們說、 

[Mak] 可 4:3 你們聽阿．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 

[Mak] 可 4:4 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喫盡了。 

[Mak] 可 4:5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 

[Mak] 可 4:6 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 

[Mak] 可 4:7 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就不結實。 

[Mak] 可 4:8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發生長大、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Mak] 可 4:9 又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Mak] 可 4:10 無人的時候、跟隨耶穌的人、和十二個門徒、問他這比喻的意思。 

[Mak] 可 4:11 耶穌對他們說、 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 

[Mak] 可 4:12 叫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 

[Mak] 可 4:13 又對他們說、你們不明白這比喻麼．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Mak] 可 4:14 撒種之人所撒的、就是道。 

[Mak] 可 4:15 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撒但立刻來、把撒在他心裡的道奪了去。 

[Mak] 可 4:16 那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立刻歡喜領受． 

[Mak] 可 4:17 但他心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

倒了。 

[Mak] 可 4:18 還有那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 

[Mak] 可 4:19 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

實。 

[Mak] 可 4:20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又領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Mak] 可 10:17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 

[Mak] 可 10:18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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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 可 10:19 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Mak] 可 10:20 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Mak] 可 10:21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Mak] 可 10:22 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Mak] 可 10:23 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Mak] 可 10:24 門徒希奇他的話。耶穌又對他們說、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Mak] 可 10:25 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 神的國、還容易呢。 

[Mak] 可 10:26 門徒就分外希奇、對他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Mak] 可 10:27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因為 

神凡事都能。 
[Mak] 可 10:28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了。 

[Mak] 可 10:29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兒女、田地。 

[Mak] 可 10:30 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 

[Mak] 可 10:31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Luk] 路 8:4 當許多人聚集、又有人從各城裡出來見耶穌的時候、耶穌就用比喻說、 

[Luk] 路 8:5 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來喫盡了。 

[Luk] 路 8:6 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來就枯乾了、因為得不著滋潤。 

[Luk] 路 8:7 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一同生長、把它擠住了。 

[Luk] 路 8:8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大聲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Luk] 路 8:9 門徒問耶穌說、這比喻是甚麼意思呢。 

[Luk] 路 8:10 他說、 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至於別人、就用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明。 

[Luk] 路 8:11 這比喻乃是這樣．種子就是 神的道。 

[Luk] 路 8:12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裡．把道奪去、恐怕他們信了得救。 

[Luk] 路 8:13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 

[Luk] 路 8:14 那落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 

[Luk] 路 8:15 那落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著結實。 

  

[Luk] 路 16:9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Luk] 路 16: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

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Luk] 路 16:11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 

[Luk] 路 16:12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Luk] 路 16:13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

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 

[Luk] 路 16:14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嗤笑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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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路 16:15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 神卻知道．因為人所尊貴的是 神看為可憎惡

的。 

  

[Luk] 路 18:18 有一個官問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 

[Luk] 路 18:19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Luk] 路 18:20 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 

[Luk] 路 18:21 那人說、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Luk] 路 18:22 耶穌聽見了、就說、你還缺少一件．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Luk] 路 18:23 他聽見這話、就甚憂愁、因為他很富足。 

[Luk] 路 18:24 耶穌看見他就說、有錢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Luk] 路 18:25 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 神的國、還容易呢。 

[Luk] 路 18:26 聽見的人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Luk] 路 18:27 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 神卻能。 
[Luk] 路 18:28 彼得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自己所有的跟從你了。 

[Luk] 路 18:29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 神的國、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兒女、 

[Luk] 路 18:30 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 
  

[2Co] 林後 9:5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幾位弟兄、先到你們那裡去、把從前所應許的捐貲、預備妥當、就顯出

你們所捐的、是出於樂意、不是出於勉強． 

[2Co] 林後 9:6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2Co] 林後 9:7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

得樂意的人 	  (a	  cheerful	  giver)、是 神所喜愛的。 

[2Co] 林後 9:8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

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2Co] 林後 9:9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

永遠。』 
[2Co] 林後 9:10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喫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2Co] 林後 9:11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

於 神。 
[2Co] 林後 9:12 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越發感謝 神。 

[2Co] 林後 9:13 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錢給他們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 神． 

[2Co] 林後 9:14 他們也因 神極大的恩賜、顯在你們心裡、就切切的想念你們、為你們祈禱。 

[2Co] 林後 9:15 感謝 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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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i]  提前  6: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1Ti] 提前  6: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1Ti]  提前  6: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1Ti] 提前  6:9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 

[1Ti]  提前  6: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1Ti]  提前  6:11 但你這屬 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要)追求公義、敬

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 

[1Ti]  提前  6: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

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1Ti] 提前  6:13 我在叫萬物生活的 神面前、並在向本丟彼拉多作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囑咐你、 

[1Ti] 提前  6:14 要守這命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1Ti]  提前  6:15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1Ti]  提前  6:16 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見、也是

不能看見的、要將他顯明出來。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他。阿們。 

[1Ti] 提前  6:17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

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 神。 
[1Ti] 提前  6:18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供給或作體貼〕 

[1Ti] 提前  6:19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2Ti] 提後 3:1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2Ti] 提後 3:2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

恩負義、心不聖潔、 

[2Ti] 提後 3:3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 

[2Ti] 提後 3:4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 神． 

[2Ti] 提後 3: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2Ti] 提後 3:6 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

引誘． 

[2Ti] 提後 3:7 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 
  

[Heb] 來 13:1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 
[Heb] 來 13:2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Heb] 來 13:3 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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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來 13:4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

人 神必要審判。 

[Heb] 來 13:5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

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Heb] 來 13:6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

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Heb] 來 13:7 從前引導你們、傳 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

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 

[Heb] 來 13:8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Jas]  各 5:1 嗐、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 

[Jas]  各 5:2 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 

[Jas]  各 5:3 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喫你們的肉、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儹錢財。 

[Jas] 各 5:4 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

了。 

[Jas]  各 5:5 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你們的心。 

[Jas]  各 5:6 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 

  

[Deu] 申 23:19 你借給你弟兄的、或是錢財、或是糧食、無論甚麼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 

[Deu] 申 23:20 借給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給你弟兄不可取利．這樣、耶和華你 神必在你所去得為業的地上、和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

上、賜福與你。 

[Deu] 申 23:21 你向耶和華你的 神許願、償還不可遲延、因為耶和華你的 神必定向你追討、你不償還就有罪。 

[Deu] 申 23:22 你若不許願、倒無罪。 

 

[Psm] 詩 49:5 在患難的日子、奸惡隨我腳跟、四面環繞我、我何必懼怕。 

[Psm] 詩 49:6 那些倚仗財貨自誇錢財多的人、 

[Psm] 詩 49:7 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將贖價給 神、 

[Psm] 詩 49:8 叫他長遠活著、不見朽壞．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極貴、只可永遠罷休． 

[Psm] 詩 49:9 見上節 

[Psm] 詩 49:10 他必見智慧人死．又見愚頑人和畜類人、一同滅亡、將他們的財貨留給別人。 

 

[Psm] 詩 112:1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

便為有福。 

[Psm] 詩 112:2 他的後裔在世必強盛．正直人的後代、必要蒙福。 

[Psm] 詩 112:3 他家中有貨物、有錢財．他的公義、存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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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詩 112:4 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發現．他有恩惠、有憐憫、

有公義。 

[Psm] 詩 112:5 施恩與人、借貸與人的、這人事情順利．他被審判的時候、要訴

明自己的冤。 

[Psm] 詩 112:6 他永不動搖．義人被記念直到永遠。 

[Psm] 詩 112:7 他必不怕兇惡的信息．他心堅定、倚靠耶和華。 

[Psm] 詩 112:8 他心確定、總不懼怕、直到他看見敵人遭報。 

[Psm] 詩 112:9 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他的角

必被高舉、大有榮耀。 
[Psm] 詩 112:10 惡人看見便惱恨、必咬牙而消化．惡人的心願、要歸滅絕。 

 

[Pro] 箴 19:14 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惟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

所賜的。 
[Pro] 箴 19:15 懶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飢餓。 

[Pro] 箴 19:16 謹守誡命的、保全生命．輕忽己路的、必致死亡。 

[Pro] 箴 19:17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Pro] 箴 23:4 不要勞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聰明。 

Do not wear yourself out to get rich; have the wisdom to show restraint. 

[Pro] 箴 23:5 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麼．因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去。 

 

[Pro] 箴 29:1 人屢次受責罰、仍然硬著頸項．他必頃刻敗壞、無法可治。 
[Pro] 箴 29:2 義人增多、民就喜樂．惡人掌權、民就歎息。 

[Pro] 箴 29:3 愛慕智慧的、使父親喜樂．與妓女結交的、卻浪費錢財。 

 

[Ecc] 傳 4:6 滿了一把、得享安靜、強如滿了兩把、勞碌捕風。 

 [Ecc] 傳 4:7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有一件虛空的事。 

[Ecc] 傳 4:8 有人孤單無二、無子無兄、竟勞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他說我勞勞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樂、到底是為誰

呢．這也是虛空、是極重的勞苦。 

 

 

財寶 

[Mat] 太 6:19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Mat] 太 6:20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Mat] 太 6:21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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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 太 6: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Mat] 太 6:23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Mat] 太 6:24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

奉 神、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 

[Mat] 太 6:25-27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

命不勝於飲食麼、身體不勝於 衣裳麼。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

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Mat] 太 19:16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作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善事、纔能得永生。 

[Mat] 太 19:17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作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

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Mat] 太 19:18 他說、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 

[Mat] 太 19:19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Mat] 太 19:20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 

[Mat] 太 19:21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

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Mat] 太 19:22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Mat] 太 19:23 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 

[Mat] 太 19:24 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 神的國還容易呢。 

[Mat] 太 19:25 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Mat] 太 19:26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 

 
[Mak] 可 10:17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 

[Mak] 可 10:18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Mak] 可 10:19 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Mak] 可 10:20 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Mak] 可 10:21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Mak] 可 10:22 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Mak] 可 10:23 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Mak] 可 10:24 門徒希奇他的話。耶穌又對他們說、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Mak] 可 10:25 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 神的國、還容易呢。 

[Mak] 可 10:26 門徒就分外希奇、對他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Mak] 可 10:27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因為 

神凡事都能。 
 
[Luk] 路 12:31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 

[Luk] 路 12:32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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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路 12:33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

地方。 

[Luk] 路 12: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Luke 12:31 Instead, seek his kingdom, and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32 “Fear not, little flock, for it is your Father's good pleasure to give you the kingdom. 33 Sell your possessions, and give to the needy. Provide 
yourselves with moneybags that do not grow old, with a treasure in the heavens that does not fail, where no thief approaches and no moth destroys. 

34 For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ere will your heart be also. 
 
[Luk] 路 18:18 有一個官問耶穌說、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 

[Luk] 路 18:19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Luk] 路 18:20 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 

[Luk] 路 18:21 那人說、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Luk] 路 18:22 耶穌聽見了、就說、你還缺少一件．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Luk] 路 18:23 他聽見這話、就甚憂愁、因為他很富足。 

[Luk] 路 18:24 耶穌看見他就說、有錢財的人進 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 

[Luk] 路 18:25 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 神的國、還容易呢。 

[Luk] 路 18:26 聽見的人說、這樣、誰能得救呢。 

[Luk] 路 18:27 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 神卻能。 
[Luk] 路 18:28 彼得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自己所有的跟從你了。 

[Luk] 路 18:29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 神的國、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兒女、 

[Luk] 路 18:30 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 
 
[1Ki] 王上 10:23 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慧、勝過天下的列王。 

[1Ki] 王上 10:24 普天下的王都求見所羅門、要聽 神賜給他智慧的話． 

 
[2Ki] 王下 20:13 希西家聽從使者的話、就把他寶庫的金子、銀子、香料、貴重的膏油、和他武庫的一切軍器、並他所有的財寶、都

給他們看．他家中和他全國之內、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 

[2Ki] 王下 20:14 於是先知以賽亞來見希西家王、問他說、這些人說甚麼．他們從那裡來見你。希西家說、他們從遠方的巴比倫來。 

[2Ki] 王下 20:15 以賽亞說、他們在你家裡看見了甚麼。希西家說、凡我家中所有的、他們都看見了．我財寶中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 

[2Ki] 王下 20:16 以賽亞對希西家說、你要聽耶和華的話。 

[2Ki] 王下 20:17 日子必到、凡你家裡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2Ch] 代下 9:22 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慧勝過天下的列王． 

[2Ch] 代下 9:23 普天下的王都求見所羅門、要聽 神賜給他智慧的話． 

 
[Psm] 詩 17:6  神阿、我曾求告你、因為你必應允我．求你向我側耳、聽我的言語。 

[Psm] 詩 17:7 求你顯出你奇妙的慈愛來．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脫離起來攻擊他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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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詩 17:8 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下、 

[Psm] 詩 17:9 使我脫離那欺壓我的惡人、就是圍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敵。 

[Psm] 詩 17:10 他們的心被脂油包裹．他們用口說驕傲的話。 

[Psm] 詩 17:11 他們圍困了我們的腳步．他們瞪著眼、要把我們推倒在地。 

[Psm] 詩 17:12 他像獅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壯獅子蹲伏在暗處。 

[Psm] 詩 17:13 耶和華阿、求你起來、前去迎敵、將他打倒．用你的刀救護我命脫離惡人。 

[Psm] 詩 17:14 耶和華阿、求你用手救我脫離世人、脫離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財寶充滿他們的肚腹．他們因有兒女

就心滿意足、將其餘的財物留給他們的嬰孩。 

[Psm] 詩 17:15 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我醒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像、〔見或作看〕就心滿意足了。 

 

[Psm] 詩 39:4 耶和華阿、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我的

壽數幾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 

[Psm] 詩 39:5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

如同無有．各人最穩妥的時候、真是全然虛幻。〔細拉〕 

[Psm] 詩 39:6 世人行動實係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積蓄財寶、

不知將來有誰收取。 

[Psm] 詩 39:7 主阿、如今我等甚麼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Psm] 詩 39:8 求你救我脫離一切的過犯．不要使我受愚頑人的羞辱。 

[Psm] 詩 39:9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 
 
[Psm] 詩 62:9 下流人真是虛空、上流人也是虛假．放在天平裡就必浮起．他們一共比空氣還輕。 

[Psm] 詩 62:10 不要仗勢欺人、也不要因搶奪而驕傲．若財寶加增、不要放在心上。 

[Psm] 詩 62:11  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就是能力都屬乎 神。 

[Psm] 詩 62:12 主阿、慈愛也是屬乎你．因為你照著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Psm] 詩 73:3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 

[Psm] 詩 73:4 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他們的力氣、卻也壯實。 

[Psm] 詩 73:5 他們不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 

[Psm] 詩 73:6 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的項上．強暴像衣裳遮住他們的身體。 

[Psm] 詩 73:7 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凸出．他們所得的、過於心裡所想的。 

[Psm] 詩 73:8 他們譏笑人、憑惡意說欺壓人的話．他們說話自高。 

[Psm] 詩 73:9 他們的口褻瀆上天．他們的舌毀謗全地。 

[Psm] 詩 73:10 所以 神的民歸到這裡、喝盡了滿杯的苦水。 

[Psm] 詩 73:11 他們說、 神怎能曉得．至高者豈有知識呢。 

[Psm] 詩 73:12 看哪、這就是惡人．他們既是常享安逸、財寶便加增。 

 
[Pro] 箴 15:6 義人家中、多有財寶．惡人得利、反受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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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箴 15:7 智慧人的嘴、播揚知識．愚昧人的心、並不如此。 

[Pro] 箴 15:8 惡人獻祭、為耶和華所憎惡．正直人祈禱、為他所喜悅。 

[Pro] 箴 15:9 惡人的道路、為耶和華所憎惡．追求公義的、為他所喜愛。 

[Pro] 箴 15:10 捨棄正路的、必受嚴刑．恨惡責備的、必致死亡。 

[Pro] 箴 15:11 陰間和滅亡、尚在耶和華眼前、何況世人的心呢。 

[Pro] 箴 15:12 褻慢人不愛受責備．他也不就近智慧人。 

[Pro] 箴 15:13 心中喜樂、面帶笑容．心裡憂愁、靈被損傷。  

[Pro] 箴 15:14 聰明人心求知識．愚昧人口喫愚昧。 

[Pro] 箴 15:15 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歡暢的、常享豐筵。 

[Pro] 箴 15:16 少有財寶、敬畏耶和華、強如多有財寶、煩亂不安。 
[Pro] 箴 15:17 喫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喫肥牛、彼此相恨。 

[Pro] 箴 15:18 暴怒的人、挑啟爭端．忍怒的人、止息分爭。 

 
[Ecc] 傳 2:1 我心裡說、來罷、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誰知、這也是虛空。 

[Ecc] 傳 2:2 我指嬉笑說、這是狂妄．論喜樂說、有何功效呢。 

[Ecc] 傳 2:3 我心裡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體舒暢、我心卻仍以智慧引導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 

[Ecc] 傳 2:4 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 

[Ecc] 傳 2:5 修造園囿、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木樹、 

[Ecc] 傳 2:6 挖造水池、用以澆灌嫩小的樹木． 

[Ecc] 傳 2:7 我買了僕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僕婢．又有許多牛群羊群、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眾人所有的． 

[Ecc] 傳 2:8 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寶、並各省的財寶．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嬪。 

[Ecc] 傳 2:9 這樣、我就日見昌盛、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Ecc] 傳 2:10 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 

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分。 

[Ecc] 傳 2:11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Ecc] 傳 2:12 我轉念觀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而來的人、還能作甚麼呢．也不過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 

[Ecc] 傳 2:13 我便看出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明勝過黑暗。 
 
[Son] 歌 8:4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不要叫醒云云或作不要激動愛情等

他自發〕 

[Son] 歌 8:5 那靠著良人從曠野上來的、是誰呢。我在蘋果樹下叫醒你．你母親在那裡為你劬勞、生養你的在那裡為你劬勞。 

[Son] 歌 8:6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 

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 

[Son] 歌 8:7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Isa] 賽 2:6 耶和華、你離棄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們充滿了東方的風俗、作觀兆的、像非利士人一樣、並與外邦人擊掌。 

[Isa] 賽 2:7 他們的國滿了金銀、財寶也無窮．他們的地滿了馬匹、車輛也無數。 

[Isa] 賽 2:8 他們的地滿了偶像．他們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頭所作的。 

[Isa] 賽 2:9 卑賤人屈膝、尊貴人下跪．所以不可饒恕他們。 

[Isa] 賽 2:10 你當進入巖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他威嚴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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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賽 2:11 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

獨耶和華被尊崇  (the Lord alone will be exalted in that day)。 
 
[Isa] 賽 45:1 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關閉、

我對他如此說、 

[Isa] 賽 45:2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 

[Isa] 賽 45:3 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Isa] 賽 45:4 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提名召你．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 

[Isa] 賽 45:5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有 神．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 

[Isa] 賽 45:6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神、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 

[Isa] 賽 45:7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Creation) 

[Isa] 賽 45:8 諸天哪、自上而滴．穹蒼降下公義、地面開裂、產出救恩、使公義一同發生、這

都是我耶和華所造的。 

[Isa] 賽 45:9 禍哉、那與造他的主爭論的、他不過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塊瓦片．泥土豈可對摶弄他的說、你作甚麼呢．所作的物豈可說、

你沒有手呢。 

[Isa] 賽 45:10 禍哉、那對父親說、你生的是甚麼呢．或對母親〔原文作婦人〕說、你產的是甚麼呢。 

[Isa] 賽 45:11 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說、將來的事你們可以問我．至於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

們可以求我命定。〔求我命定原文作吩咐我〕  

[Isa] 賽 45:12 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親手鋪張諸天、天上萬象也

是我所命定的。 
 
[Jer] 耶 49:4 背道的民哪、〔民原文作女子〕你們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誇張呢．為何倚靠財寶、說、誰能來到我們這裡

呢。 

[Jer] 耶 49:5 主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使恐嚇從四圍的人中臨到你們．你們必被趕出、各人一直前往、沒有人收聚逃民。 

[Jer] 耶 49:6 後來我還要使被擄的亞捫人歸回．這是耶和華說的。 

 
[Eze] 結 28: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Eze] 結 28:2 人子阿、你對推羅君王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心裡高傲、說、我是神、我在海中坐 神之位．你雖然居心自比 神、也

不過是人、並不是神． 
[Eze] 結 28:3 （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甚麼祕事都不能向你隱藏． 

[Eze] 結 28:4 你靠自己的智慧聰明得了金銀財寶、收入庫中． 

[Eze] 結 28:5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貿易增添資財、又因資財心裡高傲。） 

[Eze] 結 28: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居心自比 神、 

[Eze] 結 28:7 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國中的強暴人、臨到你這裡．他們必拔刀砍壞你用智慧得來的美物、褻瀆你的榮光。 

[Eze] 結 28:8 他們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與被殺的人一樣。 

[Eze] 結 28:9 在殺你的人面前你還能說、我是神麼．其實你在殺害你的人手中、不過是人、並不是神。 

[Eze] 結 28:10 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與未受割禮〔或作不潔下同〕的人一樣．因為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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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主  

[Mat] 太 27:57 到了晚上、有一個財主、名叫約瑟、是亞利馬太來的．他也是耶穌的門徒。 

[Mat] 太 27:58 這人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彼拉多就吩咐給他。 

[Mat] 太 27:59 約瑟取了身體、用乾淨細麻布裹好、 

[Mat] 太 27:60 安放在自己的新墳墓裡、就是他鑿在磐石裡的．他又把大石頭滾到墓門口、就

去了。 

 
[Mak] 可 12:41 耶穌對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有好些財主、往裡投了若干的錢。 

[Mak] 可 12:42 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裡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 

[Mak] 可 12:43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 

[Mak] 可 12:44 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Luk] 路 12:15 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

富。 

[Luk] 路 12:16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 

[Luk] 路 12:17 自己心裡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 

[Luk] 路 12:18 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Luk] 路 12:19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喫喝快樂罷。 

[Luk] 路 12:20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Luk] 路 12:21 凡為自己積財、在 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Luk] 路 12:22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Luk] 路 12:23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 

[Luk] 路 12:24 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 神尚且養活他．你們比飛鳥是何等的貴重呢。 

[Luk] 路 12:25 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Luk] 路 12:26 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作、為甚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 

[Luk] 路 12:27 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

花一朵呢。 

[Luk] 路 12:28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 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Luk] 路 12:29 你們不要求喫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挂心。 

[Luk] 路 12:30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必須用這些東西、你們的父是知道的。 

[Luk] 路 12:31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們了。 

[Luk] 路 12:32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Luk] 路 12:33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

方。 

[Luk] 路 12:34 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Luk] 路 16:19 有一個財主、穿著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 

[Luk] 路 16:20 又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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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 路 16:21 要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並且狗來餂他的瘡。 

[Luk] 路 16:22 後來那討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裡．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 

[Luk] 路 16:23 他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裡． 

[Luk] 路 16:24 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可憐我罷、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裡、極其痛苦。 

[Luk] 路 16:25 亞伯拉罕說、兒阿、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裡得安慰、你倒受痛苦。 

[Luk] 路 16:26 不但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

的。 

[Luk] 路 16:27 財主說、我祖阿、既是這樣、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Luk] 路 16:28 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 

[Luk] 路 16:29 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 

[Luk] 路 16:30 他說、我祖亞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到他們那裡去的、他們必要悔改。 

[Luk] 路 16:31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Luk] 路 19:1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 

[Luk] 路 19:2 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是個財主。 

[Luk] 路 19:3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 

[Luk] 路 19:4 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裡經過。 

[Luk] 路 19:5 耶穌到了那裡、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Luk] 路 19:6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 

[Luk] 路 19:7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 

[Luk] 路 19: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Luk] 路 19:9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Luk] 路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Luk] 路 21:1 耶穌抬頭觀看、見財主把捐項投在庫裡。 

[Luk] 路 21:2 又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錢． 

[Luk] 路 21:3 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 

[Luk] 路 21:4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裡．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Rut]  得 2:1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有一個人名叫波阿斯、是個大財主。 

[Rut] 得 2:2 摩押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容我往田間去、我蒙誰的恩、就在誰的身後拾取麥穗、拿俄米說、女兒阿、你只管去。 

[Rut] 得 2:3 路得就去了、來到田間、在收割的人身後拾取麥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田裡。 

[Rut] 得 2:4 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對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

在．他們回答說、願耶和華賜福與你。 
 
[Ecc] 傳 5:10 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貪愛豐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這也是虛空。 

[Ecc] 傳 5:11 貨物增添、喫的人也增添．物主得甚麼益處呢、不過眼看而已。 

[Ecc] 傳 5:12 勞碌的人、不拘喫多喫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豐滿、卻

不容他睡覺。 

[Ecc] 傳 5:13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禍患、就是財主積存資財、反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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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 傳 5:14 因遭遇禍患、這些資財就消滅．那人若生了兒子、手裡也一無所有。 

[Ecc] 傳 5:15 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 

[Ecc] 傳 5:16 他來的情形怎樣、他去的情形也怎樣．這也是一宗大禍患．他為風勞碌有甚麼益處呢。 

[Ecc] 傳 5:17 並且他終身在黑暗中喫喝、多有煩惱、又有病患嘔氣。 
Ecclesiastes 5:17, “All they get are days full of sadness and sorrow and they end up sick, defeated and 
angry.” 
[Ecc] 傳 5:18 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 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喫喝、

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的分。 

[Ecc] 傳 5:19  神賜人資財豐富、使他能以喫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

勞碌中喜樂．這乃是 神的恩賜。 

[Ecc] 傳 5:20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為 神應他的心使他喜樂。 
 
[Jer]  耶 9:23 耶和華如此說、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勇士不要因

他的勇力誇口、財主不要因他的財物誇口． 

[Jer] 耶 9:24 誇口的卻因他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又

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以此誇口．這

是耶和華說的。 
 
 
[2Ch] 代下 1:7 當夜 神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甚麼、你

可以求． 
[2Ch] 代下 1:8 所羅門對 神說、你曾向我父大衛大施慈愛、使我接續他作王． 

[2Ch] 代下 1:9 耶和華 神阿、現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衛所應許的話．因你立我作這民的王、他們如同地上塵沙那樣多． 

[2Ch] 代下 1:10 求你賜我智慧聰明、我好在這民前出入．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2Ch] 代下 1:11  神對所羅門說、我已立你作我民的王、你既有這心意、並不求資財豐富尊榮、也不求滅絕那恨你之人的

性命、又不求大壽數．只求智慧聰明好判斷我的民． 

[2Ch] 代下 1:12 我必賜你智慧聰明．也必賜你資財豐富尊

榮．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沒有這樣、在你以後也必沒有

這樣的。 
 

[2Ch] 代下 17:1 亞撒的兒子約沙法接續他作王、奮勇自強、防備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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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代下 17:2 安置軍兵在猶大一切堅固城裡、又安置防兵在猶大地、和他父亞撒所得以法蓮的城邑中。 

[2Ch] 代下 17:3 耶和華與約沙法同在、因為他行他祖大衛初行的道、不尋求巴力、 

[2Ch] 代下 17:4 只尋求他父親的 神遵行他的誡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為。 

[2Ch] 代下 17:5 所以耶和華堅定他的國、猶大眾人給他進貢．約沙法大有尊榮資財。 

[2Ch] 代下 17:6 他高興遵行耶和華的道．並且從猶大除掉一切丘壇、和木偶。 

[2Ch] 代下 17:7 他作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亥伊勒、俄巴底、撒迦利雅、拿坦業、米該亞、往猶大各城去教訓百姓。 

[2Ch] 代下 17:8 同著他們有利未人、示瑪雅、尼探雅、西巴第雅、亞撒黑、示米拉末、約拿單、亞多尼雅、多比雅、駝巴多尼雅．又有祭

司以利沙瑪、約蘭、同著他們。 

[2Ch] 代下 17:9 他們帶著耶和華的律法書、走遍猶大各城教訓百姓。 
[2Ch] 代下 17:10 耶和華使猶大四圍的列國、都甚恐懼、不敢與約沙法爭戰。 

 

[2Ch] 代下 32:24 那時希西家病得要死、就禱告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他、賜他一個兆頭。 

[2Ch] 代下 32:25 希西家卻沒有照他所蒙的恩、報答耶和華、因他心裡驕傲、所以忿怒要臨到他和猶大並耶路撒冷。 

[2Ch] 代下 32:26 但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覺得心裡驕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華的忿怒在希西家的日子、沒有臨到他們。 

[2Ch] 代下 32:27 希西家大有尊榮資財．建造府庫、收藏金銀、寶石、香料、盾牌、和各樣的寶器． 

[2Ch] 代下 32:28 又建造倉房、收藏五榖、新酒、和油．又為各類牲畜、蓋棚立圈。 

[2Ch] 代下 32:29 並且建立城邑、還有許多的羊群牛群、因為 神賜他極多的財產。 

[2Ch] 代下 32:30 這希西家也塞住基訓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衛城的西邊．希西家所行的事、盡都亨通。 
 

[Pro] 箴 11:4 發怒的日子、資財無益．惟有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 

 

[Pro] 箴 11:16 恩德的婦女得尊榮．強暴的男子得資財。 

[Pro] 箴 11:17 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殘忍的人、擾害己身。 

[Pro] 箴 11:18 惡人經營、得虛浮的工價．撒義種的、得實在的果效。 

 

[Pro] 箴 11:24 有施散的、卻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窮乏。 

[Pro] 箴 11: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Pro] 箴 11:26 屯糧不賣的、民必咒詛他．情願出賣的、人必為他祝福。 

[Pro] 箴 11:27 懇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惟獨求惡的、惡必臨到他身。 

[Pro] 箴 11:28 倚仗自己財物的、必跌倒．義人必發旺如青葉。 

[Pro] 箴 11:29 擾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風．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僕人。 

[Pro] 箴 11:30 義人所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Pro] 箴 13:7 假作富足的、卻一無所有．裝作窮乏的、卻廣有財物。 

[Pro] 箴 13:8 人的資財是他生命的贖價．窮乏人卻聽不見威嚇的話。 

[Pro] 箴 13:9 義人的光明亮．〔明亮原文作歡喜〕惡人的燈要熄滅。 

[Pro] 箴 13:10 驕傲只啟爭競．聽勸言的、卻有智慧。 

[Pro] 箴 13:11 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增。 

 

[Pro] 箴 13:22 善人給子孫遺留產業．罪人為義人積存資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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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箴 27:24 因為資財不能永有．冠冕豈能存到萬代。 
 

[Ecc] 傳 5:18 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 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喫喝、

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的分。 

[Ecc] 傳 5:19  神賜人資財豐富、使他能以喫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

勞碌中喜樂．這乃是 神的恩賜。 

[Ecc] 傳 5:20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為 神應他的心使他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