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 圣经(111次)

新约(18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1)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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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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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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历史书(35)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8)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9) 列王记下(3)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93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5)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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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6)
诗歌智慧书(13) 约伯记(2) 诗篇(4) 箴言(4) 传道书(1) 雅歌(2)

创 4:23 士却伤自己我害幼~却损本身
21:12 你不必为这~子和你的使女忧
21:17 　神听见~子的声音．　神的
21:17 　神已经听见~子的声音了。
21:18 把~子抱在怀中、〔怀原文作
21:19 将皮袋盛满了水、给~子喝。
21:20 　神保佑~子、他就渐长、住
22: 5 我与~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
22:12 你不可在这~子身上下手、一
37: 2 他是个~子、与他父亲的妾、
37:30 ~子没有了、我往那里去才好
43: 8 你打发~子与我同去、我们就
44:22 ~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
44:30 我父亲的命与这~子的命相连
44:30 里、若没有~子与我们同在、
44:31 我们的父亲见没有~子、他就
44:32 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子作保
44:33 替这~子作我主的奴仆、叫童
44:33 叫~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44:34 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
47:24 作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的食物
48:16 赐福与这两个~子、愿他们归
出 2: 8 ~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申23:17 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
23:18 或娈~〔原文作狗〕所得的价
32:25 ~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
士 8:20 但益帖因为是~子、害怕、不
16:26 参孙向拉他手的~子说、求你

撒上 3: 1 ~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
 3: 8 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子
15: 3 孩~、吃奶的、并牛、羊、骆
20:21 我要打发~子、说、去把箭找
20:21 我若对~子说、箭在后头、把
20:22 我若对~子说、箭在前头．你
20:35 出到田野、有一个~子跟随。
20:36 约拿单对~子说、你跑去、把
20:36 ~子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
20:36 约拿单就把箭射在~子前头。
20:37 ~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地、约
20:37 约拿单呼叫~子说、箭不是在
20:38 约拿单又呼叫~子说、速速的
20:38 ~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

20:39 ~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20:40 约拿单将弓箭交给~子、吩咐
20:41 ~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
22:19 孩~、吃奶的、和牛、羊、驴

撒下17:18 然而有一个~子看见他们、就
王上 1: 3 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女

 1: 3 寻得书念的一个~女亚比煞、
 1: 4 这~女极其美貌、他奉养王、
 1:15 书念的~女亚比煞正伺候王。
 3: 7 但我是幼~、不知道应当怎样
11:17 那时哈达还是幼~．他和他父
14:24 国中也有娈~．犹大人效法耶
15:12 从国中除去娈~、又除掉他列
22:46 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娈~

王下 2:23 有些~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
 2:24 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子。
23: 7 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的屋子
拉10: 1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聚集
尼12:43 连妇女带孩~也都欢乐．甚至
伯33:25 他的肉要比孩~的肉更嫩．他
33:25 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
诗45:14 随从他的陪伴~女、也要被带
68:25 在后、都在击鼓的~女中间。
103: 5 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
148:12 老年人和孩~、都当赞美耶和
箴20:11 孩~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
22: 6 教养孩~、使他走当行的道、
22:15 愚蒙迷住孩~的心、用管教的
23:13 不可不管教孩~、你用杖打他
传10:16 你的王若是孩~、你的群臣早
歌 1: 3 的香膏．所以众~女都爱你。
 6: 8 八十妃嫔、并有无数的~女。
赛 3: 4 我必使孩~作他们的首领、使
 3:12 孩~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
 7:14 必有~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
23: 4 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女。
65:20 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有百
耶 6:11 我要倾在街中的孩~、和聚会
 9:21 要从外边剪除孩~、从街上剪
40: 7 孩~、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
41:16 孩~、太监、掳到基遍之后、
43: 5 孩~、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

48: 4 他的孩~〔或作家僮〕发哀声
哀 1: 5 受苦．他的孩~被敌人掳去。
 2:11 又因孩~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
 2:19 你的孩~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
 4: 4 孩~求饼、无人擘给他们。
 5:13 石、孩~背木柴、都绊跌了。
珥 2:16 聚集孩~、和吃奶的．使新郎
 3: 3 将~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
 3: 3 童子换妓女、卖~女买酒喝。
太 1:23 必有~女、怀孕生子、人要称
11:16 好像孩~坐在街市上、招呼同
25: 1 天国好比十个~女、拿着灯、
25: 7 那些~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25:11 其余的~女、随后也来了、说
路 1:27 到一个~女那里、是已经许配
 1:27 约瑟、~女的名字叫马利亚。
 2:36 从作~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
 2:43 孩~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
 7:32 好像孩~坐在街市上、彼此呼
约 6: 9 在这里有一个孩~、带着五个
徒20:12 有人把那~子活活的领来、得
林前 6: 9 淫的、作娈~的、亲男色的、

 7:25 论到~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
林后11: 2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女、献
加 4: 1 但为孩~的时候、却与奴仆毫
 4: 3 我们为孩~的时候、受管于世
启14: 4 他们原是~身。羔羊无论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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