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婢 聖經(88次)

新約(0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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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婢 bì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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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34)
歷史書(3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14) 撒母耳記下(9)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3)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1)

創世紀(9) 出埃及記(11) 利未記(4) 民數記(0) 申命記(10)
舊約(88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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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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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歌智慧書(9) 約伯記(2) 詩篇(2) 箴言(3) 傳道書(2) 雅歌(0)

創12:16 駱駝、公驢、母驢、僕~。
20:14 僕~賜給亞伯拉罕、又把他的
24:35 金銀、僕~、駱駝、和驢。
29:24 拉班又將~女悉帕給女兒利亞
29:29 拉班又將~女辟拉給女兒拉結
30:43 的羊群、僕~、駱駝、和驢。
32: 5 僕~、現在打發人來報告我主
46:18 拉班給他女兒利亞的~女悉帕
46:25 拉班給他女兒拉結的~女辟拉
出 2: 5 荻中、就打發一個~女拿來。
11: 5 直到磨子後的~女所有的長子
20:10 僕~、牲畜、並你城裏寄居的
20:17 僕~、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21: 7 人若賣女兒作~女、婢女不可
21: 7 ~女不可像男僕那樣出去。
21:20 人若用棍子打奴僕或~女、立
21:26 壞了他奴僕或是~女的一隻眼
21:27 掉了他奴僕或是~女的一個牙
21:32 或是~女、必將銀子三十舍客
23:12 並使你~女的兒子和寄居的、
利19:20 ~女許配了丈夫、還沒有被贖
19:20 死、因為~女還沒有得自由。
25: 6 ~女、雇工人、並寄居的外人
25:44 ~女、可以從你四圍的國中買
申 5:14 僕~、牛、驢、牲畜、並在你
 5:14 使你的僕~可以和你一樣安息
 5:21 僕~、牛、驢、並他一切所有
12:12 僕~、並住在你們城裏無分無
12:18 僕~、並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
15:17 奴僕了．你待~女也要這樣。
16:11 僕~、並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
16:14 僕~、並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
21:14 也不可當~女待他、因為你玷
28:68 那裏你必賣己身與仇敵作奴~
士 9:18 又立他~女所生的兒子亞比米
得 3: 9 我是你的~女路得、求你用你
撒上 1:11 你若垂顧~女的苦情、眷念不

 1:11 眷念不忘~女、賜我一個兒子
 1:16 不要將~女看作不正經的女子
 1:18 願~女在你眼前蒙恩．於是婦
 8:16 又必取你們的僕人~女、健壯
25:24 求你容~女向你進言．更求你

25:24 你進言．更求你聽~女的話。
25:25 發的僕人、~女並沒有看見。
25:27 如今求你將~女送來的禮物、
25:28 求你饒恕~女的罪過．耶和華
25:30 我主的時候、求你記念~女。
25:41 我情願作~女、洗我主僕人的
28:21 ~女聽從你的話、不顧惜自己
28:22 現在求你聽~女的話、容我在

撒下 6:20 王今日在臣僕的~女眼前露體
 6:22 你所說的那些~女、他們倒要
14: 5 ~女實在是寡婦、我丈夫死了
14: 7 現在全家的人都起來攻擊~女
14:12 容~女再說一句話．王說、你
14:15 ~女想、不如將這話告訴王．
14:15 王．或者王成就~女所求的。
14:17 ~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話必安慰
20:17 求你聽~女的話。約押說、我

王上 1:13 你不曾向~女起誓說、你兒子
 1:17 你曾向~女指著耶和華你的

王下 4: 2 ~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
 4:16 我主阿、不要那樣欺哄~女。
 5:26 萄園、牛羊、僕~的時候呢。

代下28:10 人和耶路撒冷人作你們的奴~
36:20 作他和他子孫的僕~、直到波
拉 2:65 還有他們的僕~、七千三百三
尼 5: 5 在我們將要使兒女作人的僕~
 5: 5 我們的女兒已有為~的．我們
 7:67 還有他們的僕~、七千三百三
斯 7: 4 我們若被賣為奴為~、我也閉
伯 1: 3 並有許多僕~．這人在東方人
31:13 我的僕~與我爭辯的時候、我
詩86:16 賜給僕人、救你~女的兒子。
116:16 是你~女的兒子．你已經解開
箴27:27 的家眷吃、且夠養你的~女。
30:23 的女子出嫁．~女接續主母。
31:15 的人．將當作的工分派~女。
傳 2: 7 我買了僕~、也有生在家中的
 2: 7 也有生在家中的僕~．又有許
賽14: 2 耶和華的地上得外邦人為僕~
24: 2 ~女怎樣、主母也怎樣．買物
耶34: 8 希伯來的僕人和~女自由出去
34:10 就任他的僕人~女自由出去、

34:11 叫所任去自由的僕人~女回來
34:11 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僕~。
34:16 任去隨意自由的僕人~女回來
34:16 女回來、勉強他們仍為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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