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寡 圣经(95次)

新约(33次)
福音书(18)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13)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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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寡 guǎ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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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历史书(7)

预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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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3) 出埃及记(2) 利未记(2) 民数记(1) 申命记(11)
旧约(62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5)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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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7) 诗篇(5) 箴言(3) 传道书(1) 雅歌(0)

创38:11 在你父亲家里守~、等我儿子
38:14 就脱了他作~妇的衣裳、用帕
38:19 子、仍旧穿上作~妇的衣裳。
出22:22 不可苦待~妇和孤儿．
22:24 使你们的妻子为~妇、儿女为
利21:14 ~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
22:13 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妇、或是
民30: 9 ~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
申10:18 他为孤儿~妇伸冤、又怜爱寄
14:29 并孤儿~妇、都可以来、吃得
16:11 与孤儿~妇、都要在耶和华你
16:14 的、与孤儿~妇、都要欢乐。
24:17 也不可拿~妇的衣裳作当头。
24:19 与孤儿~妇、这样、耶和华你
24:20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妇。
24:21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妇。
26:12 与孤儿~妇、使他们在你城中
26:13 与孤儿~妇、是照你所吩咐我
27:19 和孤儿~妇、屈枉正直的、必

撒下14: 5 婢女实在是~妇、我丈夫死了
20: 3 他们如同~妇被禁、直到死的

王上 7:14 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妇的儿子
11:26 他母亲是~妇、名叫洗鲁阿。
17: 9 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妇供养你
17:10 见有一个~妇在那里捡柴．以
17:20 我寄居在这~妇的家里、你就
伯22: 9 你打发~妇空手回去、折断孤
24: 3 的驴、强取~妇的牛为当头。
24:21 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妇。
27:15 而埋葬．他的~妇也不哀哭。
29:13 祝福。我也使~妇心中欢乐。
31:16 其所愿、或叫~妇眼中失望、
31:18 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妇．〔扶
诗68: 5 孤儿的父、作~妇的伸冤者。
78:64 司倒在刀下．~妇却不哀哭。
94: 6 他们杀死~妇和寄居的、又杀
109: 9 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妇。
146: 9 扶持孤儿和~妇．却使恶人的
箴15:25 的家．却要立定~妇的地界。
17:27 ~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
18: 1 与众~合的、独自寻求心愿、
传 5: 2 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少。

赛 1:17 给孤儿伸冤、为~妇辨屈。
 1:23 ~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
 9:17 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妇．因
10: 2 以~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
47: 8 我必不至~居、也不遭丧子之
47: 9 ~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
54: 4 愧、不再记念你~居的羞辱。
耶 7: 6 和孤儿~妇、在这地方不流无
15: 8 他们的~妇在我面前、比海沙
18:21 且作~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
22: 3 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妇、
49:11 的命．你的~妇可以倚靠我。
哀 1: 1 现在竟如~妇．先前在诸省中
 5: 3 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妇。
结22: 7 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妇的。
22:25 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妇。
44:22 不可娶~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
44:22 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妇。
亚 7:10 不可欺压~妇、孤儿、寄居的
玛 3: 5 欺压~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
太23:14 因为你们侵吞~妇的家产假意
可12:40 他们侵吞~妇的家产、假意作
12:42 有一个穷~妇来、往里投了两
12:43 这穷~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
12:44 但这~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
路 2:36 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居了．
 2:37 或作就~居了八十四年〕并不
 4:25 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妇．
 4:26 的撒勒法、一个~妇那里去。
 7:12 他母亲又是~妇．有城里的许
 7:12 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妇送殡
 7:13 主看见那~妇就怜悯他、对他
18: 3 那城里有个~妇、常到他那里
18: 5 只因这~妇烦扰我、我就给他
20:47 他们侵吞~妇的家产、假意作
21: 2 又见一个穷~妇、投了两个小
21: 3 这穷~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
21: 4 但这~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
徒 6: 1 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妇
 9:39 众~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
 9:41 叫众圣徒和~妇进去、把多加

林前 7: 8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妇说、

提前 5: 3 要尊敬那真为~妇的。
 5: 4 若~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
 5: 5 那独居无靠真为~妇的、是仰
 5: 6 但那好宴乐的~妇、正活着的
 5: 9 ~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
 5:11 至于年轻的~妇、就可以辞他
 5:14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妇嫁人、
 5:16 若家中有~妇、自己就当救济
 5:16 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妇
雅 1:27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妇
启18: 7 并不是~妇、决不至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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