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寡婦 聖經(86次)

新約(31次)
福音書(16)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1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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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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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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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歷史書(7)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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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2) 利未記(2) 民數記(1) 申命記(11)
舊約(55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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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15)
詩歌智慧書(13) 約伯記(7) 詩篇(5)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38:14 就脫了他作~的衣裳、用帕子
38:19 帕子、仍舊穿上作~的衣裳。
出22:22 不可苦待~和孤兒．
22:24 使你們的妻子為~、兒女為孤
利21:14 ~或是被休的婦人、或是被污
22:13 但祭司的女兒若是~、或是被
民30: 9 ~、或是被休的婦人所許的願
申10:18 他為孤兒~伸冤、又憐愛寄居
14:29 並孤兒~、都可以來、吃得飽
16:11 與孤兒~、都要在耶和華你
16:14 居的、與孤兒~、都要歡樂。
24:17 也不可拿~的衣裳作當頭。
24:19 與孤兒~、這樣、耶和華你
24:20 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
24:21 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
26:12 與孤兒~、使他們在你城中可
26:13 與孤兒~、是照你所吩咐我的
27:19 和孤兒~、屈枉正直的、必受

撒下14: 5 婢女實在是~、我丈夫死了。
20: 3 他們如同~被禁、直到死的日

王上 7:14 拿弗他利支派中一個~的兒子
11:26 他母親是~、名叫洗魯阿。
17: 9 我已吩咐那裏的一個~供養你
17:10 見有一個~在那裏撿柴．以利
17:20 我寄居在這~的家裏、你就降
伯22: 9 你打發~空手回去、折斷孤兒
24: 3 兒的驢、強取~的牛為當頭。
24:21 孕不生養的婦人、不善待~。
27:15 死而埋葬．他的~也不哀哭。
29:13 我祝福。我也使~心中歡樂。
31:16 得其所願、或叫~眼中失望、
31:18 我從出母腹就扶助~．〔扶助
詩68: 5 作孤兒的父、作~的伸冤者。
78:64 祭司倒在刀下．~卻不哀哭。
94: 6 他們殺死~和寄居的、又殺害
109: 9 兒女為孤兒、他的妻子為~。
146: 9 扶持孤兒和~．卻使惡人的道
箴15:25 人的家．卻要立定~的地界。
賽 1:17 的、給孤兒伸冤、為~辨屈。
 1:23 ~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們面
 9:17 也不憐恤他們的孤兒~．因為
10: 2 以~當作擄物、以孤兒當作掠

耶 7: 6 和孤兒~、在這地方不流無辜
15: 8 他們的~在我面前、比海沙更
18:21 且作~、又願他們的男人被死
22: 3 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不
49:11 們的命．你的~可以倚靠我。
哀 1: 1 現在竟如~．先前在諸省中為
 5: 3 孤兒．我們的母親、好像~。
結22: 7 壓寄居的．有虧負孤兒~的。
22:25 搶奪財寶、使這地多有~。
44:22 不可娶~和被休的婦人為妻．
44:22 的處女、或是祭司遺留的~。
亞 7:10 不可欺壓~、孤兒、寄居的、
瑪 3: 5 欺壓~孤兒的、屈枉寄居的、
太23:14 因為你們侵吞~的家產假意作
可12:40 他們侵吞~的家產、假意作很
12:42 有一個窮~來、往裏投了兩個
12:43 這窮~投入庫裏的、比眾人所
12:44 但這~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
路 4:25 那時、以色列中有許多~．
 4:26 頓的撒勒法、一個~那裏去。
 7:12 他母親又是~．有城裏的許多
 7:12 有城裏的許多人同著~送殯。
 7:13 主看見那~就憐憫他、對他說
18: 3 那城裏有個~、常到他那裏、
18: 5 只因這~煩擾我、我就給他伸
20:47 他們侵吞~的家產、假意作很
21: 2 又見一個窮~、投了兩個小錢
21: 3 這窮~、所投的比眾人還多．
21: 4 但這~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
徒 6: 1 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
 9:39 眾~都站在彼得旁邊哭、拿多
 9:41 叫眾聖徒和~進去、把多加活

林前 7: 8 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說、若
提前 5: 3 要尊敬那真為~的。

 5: 4 若~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
 5: 5 那獨居無靠真為~的、是仰賴
 5: 6 但那好宴樂的~、正活著的時
 5: 9 ~記在冊子上、必須年紀到六
 5:11 至於年輕的~、就可以辭他．
 5:14 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嫁人、生
 5:16 若家中有~、自己就當救濟他
 5:16 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

雅 1:27 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
啟18: 7 並不是~、決不至於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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