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婦女 聖經(95次)

新約(32次)
福音書(20)
歷史書(4)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4)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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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摩太後書(2)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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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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12)
歷史書(13)

預言書(1)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2)

創世紀(2) 出埃及記(4) 利未記(0) 民數記(3) 申命記(3)
舊約(63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1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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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8)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1) 詩篇(3)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創14:16 以及~人民、也都奪回來。
34:29 ~、並各房中所有的、都擄掠
出 3:22 但各~必向他的鄰舍、並居住
15:20 眾~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
35:25 凡心中有智慧的~、親手紡線
35:26 凡有智慧心裏受感的~、就紡
民31: 9 以色列人擄了米甸人的~孩子
31:15 你們要存留這一切~的活命麼
31:16 這些~、因巴蘭的計謀、叫以
申20:14 惟有~、孩子、牲畜、和城內
22: 5 ~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
22: 5 男子也不可穿~的衣服、因為
書 8:35 和~、孩子、並他們中間寄居
士21:10 基列雅比人連~帶孩子都擊殺
得 1:19 訝、~們說、這是拿俄米麼。
撒上18: 6 ~們從以色列各城裏出來、歡

18: 7 眾~舞蹈唱和、說、掃羅殺死
21:11 那裏的~跳舞唱和、不是指著
29: 5 從前以色列的~跳舞唱和、說
30: 2 擄了城內的~、和其中的大小

撒下 1:26 情奇妙非常、過於~的愛情。
王下23: 7 就是~為亞舍拉織帳子的屋子
尼12:43 連~帶孩童也都歡樂．甚至耶
斯 1: 9 王的宮內、也為~設擺筵席。
 3:13 無論老少~孩子、在一日之間
伯42:15 在那全地的~中、找不著像約
詩45: 9 在你尊貴~之中．王后佩戴俄
68:11 令、傳好信息的~成了大群。
68:12 在家等候的~、分受所奪的。
箴11:16 恩德的~得尊榮．強暴的男子
11:22 ~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帶
31: 3 不要將你的精力給~、也不要
31:30 惟敬畏耶和華的~、必得稱讚
賽 3:12 ~轄管他們。我的百姓阿、引
27:11 ~要來、點火燒著、因為這百
32: 9 安逸的~阿、起來聽我的聲音
32:11 安逸的~阿、要戰兢．無慮的
耶 7:18 ~摶麵作餅、獻給天后、又向
 9:17 將善唱哀歌的~召來．又打發
 9:17 來．又打發人召善哭的~來。
 9:20 ~們哪、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
38:22 猶大王宮裏所剩的~、必都帶

38:22 這些~必說、你知己的朋友催
40: 7 ~、孩童、和境內極窮的人、
41:16 ~、孩童、太監、擄到基遍之
43: 5 ~、孩童、和眾公主、並護衛
44: 7 ~、嬰孩、和吃奶的、都從猶
44:15 與旁邊站立的眾~聚集成群、
44:19 ~說、我們向天后燒香、澆奠
44:20 對一切那樣回答他的男人~說
44:24 耶利米又對眾民和眾~說、你
50:37 他們必像~一樣。有刀劍臨到
51:30 好像~一樣．巴比倫的住處有
結 8:14 在那裏有~坐著、為搭模斯哭
 9: 6 和~、從聖所起全都殺盡、只
13:18 這些~有禍了．他們為眾人的
16:34 你行淫與別的~相反、因為不
16:34 送你、所以你與別的~相反。
16:38 長審判淫婦和流人血的~一樣
23:10 使他在~中留下臭名．因他們
但11:37 也不顧~所羨慕的神、無論何
鴻 3:13 如同~．你國中的關口、向仇
亞14: 2 ~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
太 5:28 凡看見~就動淫念的、這人心
14:21 吃的人除了~孩子、約有五千
15:38 人、除了~孩子、共有四千。
27:55 有好些~在那裏、遠遠的觀看
28: 5 天使對~說、不要害怕、我知
28: 8 ~們就急忙離開墳墓、又害怕
可15:40 還有些~、遠遠的觀看．內中
15:41 耶路撒冷的好些~在那裏觀看
路 1:42 你在~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
 8: 2 已經治好的幾個~、內中有稱
 8: 3 和好些別的~、都是用自己的
23:27 內中有好些~、婦女們為他號
23:27 些婦女、~們為他號咷痛哭。
23:49 和從加利利跟著他來的~們、
23:55 那些從加利利和耶穌同來的~
24: 1 那些~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
24: 5 ~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
24:10 亞、還有與他們在一處的~。
24:22 我們中間有幾個~使我們驚奇
24:24 正如~們所說的、只是沒有看
徒13:50 但猶太人挑唆虔敬尊貴的~、

16:13 我們就坐下對那聚會的~講道
17: 4 希利尼人、尊貴的~也不少。
17:12 又有希利尼尊貴的~、男子也

林前14:34 ~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聖
14:35 因為~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

提前 5: 2 勸老年~如同母親．勸少年婦
 5: 2 勸少年~如同姐妹．總要清清
 5:16 信主的~、若家中有寡婦、自

提後 3: 6 牢籠無知~的、正是這等人．
 3: 6 這些~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
啟14: 4 這些人未曾沾染~、他們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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