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妹 圣经(130次)

新约(24次)
福音书(16)
历史书(0)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0)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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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1)

妹 mèi

普通书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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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36)
历史书(2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3)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1) 历
代志上(1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2) 出埃及记(4) 利未记(7) 民数记(2) 申命记(1)
旧约(106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4)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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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30)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3) 诗篇(0)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6)

创 4:22 师〕土八该隐的~子是拿玛。
12:13 你是我的~子、使我因你得平
12:19 他是你的~子、以致我把他取
20: 2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子
20: 5 他是我的~子么．就是女人也
20:12 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子、他
24:29 又看见金镯在他~子的手上、
24:29 并听见他~子利百加的话、说
24:59 于是他们打发~子利百加和他
24:60 我们的~子阿、愿你作千万人
25:20 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子。
26: 7 那是我的~子．原来他怕说、
26: 9 他是你的~子．以撒说、我心
28: 9 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子。
34:13 为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子底拿
34:14 不能把我们的~子给没有受割
34:17 割礼、我们就带着~子走了。
34:27 子们因为他们的~子受了玷污
34:31 岂可待我们的~子如同妓女么
36: 3 女儿、尼拜约的~子巴实抹。
36:22 希幔．罗坍的~子是亭纳。
46:17 还有他们的~子西拉。比利亚
出 6:20 娶了他父亲的~妹约基别为妻
 6:20 娶了他父亲的妹~约基别为妻
 6:23 的女儿拿顺的~妹以利沙巴为
 6:23 女儿拿顺的妹~以利沙巴为妻
利18: 9 你的姐~、不拘是异母同父的
18:11 本是你的~妹、不可露他的下
18:11 本是你的妹~、不可露他的下
18:18 不可另娶他的姐~作对头、露
20:17 人若娶他的姐~、无论是异母
20:17 他露了姐~的下体、必担当自
21: 3 和未曾出嫁作处女的姐~、才
民 6: 7 姐~、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
25:18 和他们的姊~米甸首领的女儿
申27:22 或异父同母的姐~行淫的、必
书 2:13 姐~、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
士15: 2 他的~子不是比他还美丽么、
撒下13: 1 儿子押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子

13: 2 暗嫩为他~子他玛忧急成病．
13: 4 我爱我兄弟押沙龙的~子他玛
13: 5 求父叫我~子他玛来、在我眼

13: 6 求父叫我~子他玛来、在我眼
13:11 说、我~妹、你来与我同寝。
13:11 说、我妹~、你来与我同寝。
13:20 我~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
13:20 我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
13:22 因为暗嫩玷辱他~妹他玛、所
13:22 因为暗嫩玷辱他妹~他玛、所
13:32 嫩玷辱押沙龙~子他玛的那日
17:25 该与约押的母亲洗鲁雅是姐~

王上11:19 将王后答比匿的~子赐他为妻
11:20 答比匿的~子给哈达生了一个

王下11: 2 亚哈谢的~子约示巴、将亚哈
代上 1:39 荷幔．罗坍的~子是亭纳。

 2:16 他们的姐~是洗鲁雅、和亚比
 3: 9 还有他们的~子他玛、妃嫔的
 3:19 雅、他们的~子名叫示罗密。
 4: 3 他们的~子名叫哈悉勒玻尼。
 4:19 荷第雅的妻是拿含的~子、他
 7:15 书品的~子、名叫玛迦、玛拿
 7:18 基列的~子哈摩利吉生了伊施
 7:30 利亚、还有他们的~子西拉。
 7:32 何坦、和他们的~子书雅。

代下22:11 亚哈谢的~子、祭司耶何耶大
伯 1: 4 请了他们的三个姐~来、与他
17:14 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
42:11 姐~、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
箴 7: 4 你是我的姊~．称呼聪明为你
歌 4: 9 我~子、我新妇、你夺了我的
 4:10 我~子、我新妇、你的爱情何
 4:12 我~子、我新妇、乃是关锁的
 5: 1 我~子、我新妇、我进了我的
 5: 2 我的~子、我的佳偶、我的鸽
 8: 8 我们有一小~、他的两乳尚未
耶 3: 7 他奸诈的~妹犹大、也看见了
 3: 7 他奸诈的妹~犹大、也看见了
 3: 8 我看见他奸诈的~妹犹大、还
 3: 8 我看见他奸诈的妹~犹大、还
 3:10 他奸诈的~妹犹大、还不一心
 3:10 他奸诈的妹~犹大、还不一心
结16:45 你正是你姐~的姐妹、厌弃丈
16:45 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厌弃丈
16:46 你的~妹是所多玛、他和他的

16:46 你的妹~是所多玛、他和他的
16:48 你~妹所多玛、与他的众女、
16:48 你妹~所多玛、与他的众女、
16:49 你~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
16:49 你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
16:51 使你的姐~因你所行一切可憎
16:52 你既断定你姐~为义、〔为义
16:52 你既使你的姐~显为义、你就
16:55 你的~妹所多玛和他的众女、
16:55 你的妹~所多玛和他的众女、
16:56 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所多玛
16:56 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所多玛
16:61 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的时候
16:61 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的时候
22:11 妇．还有玷辱同父之姐~的。
23: 4 ~妹名叫阿荷利巴．他们都归
23: 4 妹~名叫阿荷利巴．他们都归
23:11 他~妹阿荷利巴虽然看见了、
23:11 他妹~阿荷利巴虽然看见了、
23:13 污了、他姐~二人同行一路。
44:25 和未嫁人的姐~、沾染自己。
何 2: 1 称你们的姐~为路哈玛。〔就
太12:50 就是我的弟兄姐~和母亲了。
13:56 他~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么
13:56 他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么
19:29 姐~、父亲、母亲、〔有古卷
可 3:35 就是我的弟兄姐~和母亲了。
 6: 3 他~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么
 6: 3 他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么
10:29 姐~、父母、儿女、田地。
10:30 姐~、母亲、儿女、田地、并
路10:39 他有一个~子名叫马利亚、在
10:40 我的~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14:26 姐~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
约11: 3 他姊~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
11: 5 马大、和他~子、并拉撒路。
11:28 回去暗暗的叫他~子马利亚说
19:25 与他母亲的姊~、并革罗罢的
罗16: 1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非比
16:15 和他姊~、同阿林巴、并与他

林前 7:15 是姐~、遇着这样的事、都不
 9: 5 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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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5: 2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总要清
门 1: 2 和~子亚腓亚、并与我们同当
雅 2:15 或是姐~、赤身露体、又缺了
约贰 1:13 那蒙拣选之姊~的儿女都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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