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女 圣经(95次)

新约(32次)
福音书(20)
历史书(4)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4)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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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妇女 fù n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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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12)
历史书(13)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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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4)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3)
旧约(63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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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8)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1) 诗篇(3)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创14:16 以及~人民、也都夺回来。
34:29 ~、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
出 3:22 但各~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
15:20 众~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
35:25 凡心中有智慧的~、亲手纺线
35:26 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就纺
民31: 9 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孩子
31:15 你们要存留这一切~的活命么
31:16 这些~、因巴兰的计谋、叫以
申20:14 惟有~、孩子、牲畜、和城内
22: 5 ~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
22: 5 男子也不可穿~的衣服、因为
书 8:35 和~、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
士21:10 基列雅比人连~带孩子都击杀
得 1:19 讶、~们说、这是拿俄米么。
撒上18: 6 ~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

18: 7 众~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
21:11 那里的~跳舞唱和、不是指着
29: 5 从前以色列的~跳舞唱和、说
30: 2 掳了城内的~、和其中的大小

撒下 1:26 情奇妙非常、过于~的爱情。
王下23: 7 就是~为亚舍拉织帐子的屋子
尼12:43 连~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
斯 1: 9 王的宫内、也为~设摆筵席。
 3:13 无论老少~孩子、在一日之间
伯42:15 在那全地的~中、找不着像约
诗45: 9 在你尊贵~之中．王后佩戴俄
68:11 令、传好信息的~成了大群。
68:12 在家等候的~、分受所夺的。
箴11:16 恩德的~得尊荣．强暴的男子
11:22 ~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带
31: 3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也不要
31:30 惟敬畏耶和华的~、必得称赞
赛 3:12 ~辖管他们。我的百姓阿、引
27:11 ~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
32: 9 安逸的~阿、起来听我的声音
32:11 安逸的~阿、要战兢．无虑的
耶 7:18 ~抟面作饼、献给天后、又向
 9:17 将善唱哀歌的~召来．又打发
 9:17 来．又打发人召善哭的~来。
 9:20 ~们哪、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38:22 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必都带

38:22 这些~必说、你知己的朋友催
40: 7 ~、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
41:16 ~、孩童、太监、掳到基遍之
43: 5 ~、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
44: 7 ~、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
44:15 与旁边站立的众~聚集成群、
44:19 ~说、我们向天后烧香、浇奠
44:20 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说
44:24 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说、你
50:37 他们必像~一样。有刀剑临到
51:30 好像~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
结 8:14 在那里有~坐着、为搭模斯哭
 9: 6 和~、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
13:18 这些~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
16:34 你行淫与别的~相反、因为不
16:34 送你、所以你与别的~相反。
16:38 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一样
23:10 使他在~中留下臭名．因他们
但11:37 也不顾~所羡慕的神、无论何
鸿 3:13 如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
亚14: 2 ~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
太 5:28 凡看见~就动淫念的、这人心
14:21 吃的人除了~孩子、约有五千
15:38 人、除了~孩子、共有四千。
27:55 有好些~在那里、远远的观看
28: 5 天使对~说、不要害怕、我知
28: 8 ~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
可15:40 还有些~、远远的观看．内中
15:41 耶路撒冷的好些~在那里观看
路 1:42 你在~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
 8: 2 已经治好的几个~、内中有称
 8: 3 和好些别的~、都是用自己的
23:27 内中有好些~、妇女们为他号
23:27 些妇女、~们为他号咷痛哭。
23:49 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们、
23:55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
24: 1 那些~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
24: 5 ~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
24:10 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
24:22 我们中间有几个~使我们惊奇
24:24 正如~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
徒13:50 但犹太人挑唆虔敬尊贵的~、

16:13 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讲道
17: 4 希利尼人、尊贵的~也不少。
17:12 又有希利尼尊贵的~、男子也

林前14:34 ~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
14:35 因为~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提前 5: 2 劝老年~如同母亲．劝少年妇
 5: 2 劝少年~如同姐妹．总要清清
 5:16 信主的~、若家中有寡妇、自

提后 3: 6 牢笼无知~的、正是这等人．
 3: 6 这些~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
启14: 4 这些人未曾沾染~、他们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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