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奴 圣经(124次)

新约(46次)
福音书(4)
历史书(2)
保罗书信(33)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2)
罗马书(12) 哥林多前书(5)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9)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1) 
帖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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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4)

律法书(43)
历史书(20)

预言书(4)

约书亚记(2)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5) 以斯帖记(1)

创世纪(10) 出埃及记(12) 利未记(5) 民数记(0) 申命记(16)
旧约(78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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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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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大先知书(9)
诗歌智慧书(4) 约伯记(3)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 9:25 必给他弟兄作~仆的奴仆。
 9:25 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仆。
 9:26 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仆。
 9:27 棚里．又愿迦南作他的~仆。
43:18 强取我们为~仆、抢夺我们的
44: 9 他死、我们也作我主的~仆。
44:10 谁就作我的~仆．其余的都没
44:16 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仆
44:17 谁就作我的~仆．至于你们可
44:33 替这童子作我主的~仆、叫童
出 9:20 便叫他的~仆和牲畜、跑进家
 9:21 就将他的~仆和牲畜、留在田
12:44 但各人用银子买的~仆、既受
13: 3 记念从埃及为~之家出来的这
13:14 将我们从埃及为~之家领出来
20: 2 将你从埃及地为~之家领出来
21: 2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仆、他必
21: 5 倘或~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
21:20 人若用棍子打~仆或婢女、立
21:26 人若打坏了他~仆或是婢女的
21:27 若打掉了他~仆或是婢女的一
21:32 牛若触了~仆、或是婢女、必
利25:39 你、不可叫他像~仆服事你。
25:42 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仆．
25:44 至于你的~仆、婢女、可以从
25:46 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仆．
26:13 使你们不作埃及人的~仆、我
申 5: 6 从埃及地、为~之家领出来。
 5:15 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仆
 6:12 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之家
 6:21 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仆、
 7: 8 从为~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
 8:14 你从埃及地为~之家领出来的
13: 5 救赎你脱离为~之家的耶和华
13:10 你出埃及地为~之家的耶和华
15:15 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仆、
15:17 他便永为你的~仆了．你待婢
16:12 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作过~仆
23:15 若有~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
24: 7 当~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
24:18 要记念你在埃及作过~仆、耶
24:22 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仆

28:68 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作~婢
书 9:23 必断不了作~仆、为我　神的
24:17 祖从埃及地的为~之家领出来
士 6: 8 从埃及上来、出了为~之家．
撒上 2:27 父在埃及法老家作~仆的时候

 4: 9 免得作希伯来人的~仆、如同
 4: 9 如同他们作你们的~仆一样．
30:13 是亚玛力人的~仆．因我三日

王上 9:21 作服苦的~仆、直到今日。
 9:22 所罗门不使他们作~仆、乃是

王下 4: 1 来、要取我两个儿子作~仆。
代下 8: 8 挑取他们的后裔作服苦的~仆

 8: 9 所罗门不使他们当~仆作工、
28:10 人和耶路撒冷人作你们的~婢
拉 9: 9 我们是~仆、然而在受辖制之
尼 2:10 并为~的亚扪人多比雅、听见
 2:19 并为~的亚扪人多比雅、和亚
 9:17 要回他们为~之地。但你是乐
 9:36 我们现今作了~仆、至于你所
 9:36 哪、我们在这地上作了~仆。
斯 7: 4 我们若被卖为~为婢、我也闭
伯 3:19 那里．~仆脱离主人的辖制。
 7: 2 像~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
41: 4 约、使你拿他永远作~仆么。
诗105:17 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仆。
耶 2:14 是家中生的~仆么．为何成为
25:14 必使迦勒底人作~仆、我也必
27: 7 君王、要使他作他们的~仆。
30: 8 邦人不得再使你作他们的~仆
34: 8 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作~仆
34:10 谁也不再叫他们作~仆．大家
34:13 祖从埃及地为~之家领出来的
哀 5: 8 ~仆辖制我们．无人救我们脱
结34:27 们脱离那以他们为~之人的手
弥 6: 4 从作~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
亚13: 5 地的．我从幼年作人的~仆。
太18:32 你这恶~才、你央求我、我就
约 8:33 从来没有作过谁的~仆．你怎
 8:34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仆。
 8:35 ~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
徒 7: 6 要叫他们作~仆、苦待他们四
 7: 7 使他们作~仆的那国、我要惩

罗 6: 6 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仆．
 6:16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仆
 6:16 就作谁的~仆么．或作罪的奴
 6:16 或作罪的~仆、以至于死．或
 6:16 或作顺命的~仆、以至成义。
 6:17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仆
 6:18 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仆。
 6:19 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仆
 6:19 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仆
 6:20 因为你们作罪之~仆的时候、
 6:22 作了　神的~仆、就有成圣的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仆的心、仍

林前 7:21 你是作~隶蒙召的么、不要因
 7:22 因为作~仆蒙召于主的、就是
 7:22 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仆。
 7:23 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仆。
12:13 是为~的、是自主的、都从一

林后11:20 假若有人强你们作~仆、或侵
加 2: 4 里的自由、要叫我们作~仆．
 3:28 为~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
 4: 1 的时候、却与~仆毫无分别．
 4: 7 你不是~仆、乃是儿子了．既
 4: 8 给那些本来不是　神的作~仆
 4: 9 小学、情愿再给他作~仆呢。
 4:24 乃山、生子为~、乃是夏甲。
 4:25 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的
 5: 1 稳、不要再被~仆的轭挟制。
弗 6: 8 不论是为~的、是自主的、都
腓 2: 7 取了~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
西 3:11 为~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
多 2: 3 不给酒作~仆、用善道教训人
门 1:16 不再是~仆、乃是高过奴仆、
 1:16 乃是高过~仆、是亲爱的兄弟
来 2:15 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仆的人
彼后 2:19 自己却作败坏的~仆．因为人

 2:19 因为人被谁制伏就是谁的~仆
启 6:15 和一切为~的、自主的、都藏
13:16 自主的为~的、都在右手上、
18:13 羊、车、马、和~仆、人口。
19:18 并一切自主的为~的、以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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