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妹 聖經(130次)

新約(24次)
福音書(16)
歷史書(0)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0)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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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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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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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36)
歷史書(2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3)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 歷
代志上(1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2) 出埃及記(4) 利未記(7) 民數記(2) 申命記(1)
舊約(106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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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30)
詩歌智慧書(10) 約伯記(3) 詩篇(0)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6)

創 4:22 師〕土八該隱的~子是拿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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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伯拉罕稱他的妻撒拉為~子
20: 5 他是我的~子麼．就是女人也
20:12 況且他也實在是我的~子、他
24:29 又看見金鐲在他~子的手上、
24:29 並聽見他~子利百加的話、說
24:59 於是他們打發~子利百加和他
24:60 我們的~子阿、願你作千萬人
25:20 女兒、是亞蘭人拉班的~子。
26: 7 那是我的~子．原來他怕說、
26: 9 他是你的~子．以撒說、我心
28: 9 瑪利的女兒、尼拜約的~子。
34:13 為示劍玷污了他們的~子底拿
34:14 不能把我們的~子給沒有受割
34:17 割禮、我們就帶著~子走了。
34:27 子們因為他們的~子受了玷污
34:31 豈可待我們的~子如同妓女麼
36: 3 女兒、尼拜約的~子巴實抹。
36:22 希幔．羅坍的~子是亭納。
46:17 還有他們的~子西拉。比利亞
出 6:20 娶了他父親的~妹約基別為妻
 6:20 娶了他父親的妹~約基別為妻
 6:23 的女兒拿順的~妹以利沙巴為
 6:23 女兒拿順的妹~以利沙巴為妻
利18: 9 你的姐~、不拘是異母同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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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頭、露
20:17 人若娶他的姐~、無論是異母
20:17 他露了姐~的下體、必擔當自
21: 3 和未曾出嫁作處女的姐~、才
民 6: 7 姐~、死了的時候、他不可因
25:18 和他們的姊~米甸首領的女兒
申27:22 或異父同母的姐~行淫的、必
書 2:13 姐~、和一切屬他們的、拯救
士15: 2 他的~子不是比他還美麗麼、
撒下13: 1 兒子押沙龍有一個美貌的~子

13: 2 暗嫩為他~子他瑪憂急成病．
13: 4 我愛我兄弟押沙龍的~子他瑪
13: 5 求父叫我~子他瑪來、在我眼

13: 6 求父叫我~子他瑪來、在我眼
13:11 說、我~妹、你來與我同寢。
13:11 說、我妹~、你來與我同寢。
13:20 我~妹、暫且不要作聲、他是
13:20 我妹~、暫且不要作聲、他是
13:22 因為暗嫩玷辱他~妹他瑪、所
13:22 因為暗嫩玷辱他妹~他瑪、所
13:32 嫩玷辱押沙龍~子他瑪的那日
17:25 該與約押的母親洗魯雅是姐~

王上11:19 將王后答比匿的~子賜他為妻
11:20 答比匿的~子給哈達生了一個

王下11: 2 亞哈謝的~子約示巴、將亞哈
代上 1:39 荷幔．羅坍的~子是亭納。

 2:16 他們的姐~是洗魯雅、和亞比
 3: 9 還有他們的~子他瑪、妃嬪的
 3:19 雅、他們的~子名叫示羅密。
 4: 3 他們的~子名叫哈悉勒玻尼。
 4:19 荷第雅的妻是拿含的~子、他
 7:15 書品的~子、名叫瑪迦、瑪拿
 7:18 基列的~子哈摩利吉生了伊施
 7:30 利亞、還有他們的~子西拉。
 7:32 何坦、和他們的~子書雅。

代下22:11 亞哈謝的~子、祭司耶何耶大
伯 1: 4 請了他們的三個姐~來、與他
17:14 對蟲說、你是我的母親姐~．
42:11 姐~、和以先所認識的人都來
箴 7: 4 你是我的姊~．稱呼聰明為你
歌 4: 9 我~子、我新婦、你奪了我的
 4:10 我~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
 4:12 我~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
 5: 1 我~子、我新婦、我進了我的
 5: 2 我的~子、我的佳偶、我的鴿
 8: 8 我們有一小~、他的兩乳尚未
耶 3: 7 他奸詐的~妹猶大、也看見了
 3: 7 他奸詐的妹~猶大、也看見了
 3: 8 我看見他奸詐的~妹猶大、還
 3: 8 我看見他奸詐的妹~猶大、還
 3:10 他奸詐的~妹猶大、還不一心
 3:10 他奸詐的妹~猶大、還不一心
結16:45 你正是你姐~的姐妹、厭棄丈
16:45 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厭棄丈
16:46 你的~妹是所多瑪、他和他的

16:46 你的妹~是所多瑪、他和他的
16:48 你~妹所多瑪、與他的眾女、
16:48 你妹~所多瑪、與他的眾女、
16:49 你~妹所多瑪的罪孽是這樣、
16:49 你妹~所多瑪的罪孽是這樣、
16:51 使你的姐~因你所行一切可憎
16:52 你既斷定你姐~為義、〔為義
16:52 你既使你的姐~顯為義、你就
16:55 你的~妹所多瑪和他的眾女、
16:55 你的妹~所多瑪和他的眾女、
16:56 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所多瑪
16:56 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所多瑪
16:61 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的時候
16:61 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的時候
22:11 婦．還有玷辱同父之姐~的。
23: 4 ~妹名叫阿荷利巴．他們都歸
23: 4 妹~名叫阿荷利巴．他們都歸
23:11 他~妹阿荷利巴雖然看見了、
23:11 他妹~阿荷利巴雖然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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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你們的姐~為路哈瑪。〔就
太12:50 就是我的弟兄姐~和母親了。
13:56 他~妹們不是都在我們這裏麼
13:56 他妹~們不是都在我們這裏麼
19:29 姐~、父親、母親、〔有古卷
可 3:35 就是我的弟兄姐~和母親了。
 6: 3 他~妹們不也是在我們這裏麼
 6: 3 他妹~們不也是在我們這裏麼
10:29 姐~、父母、兒女、田地。
10:30 姐~、母親、兒女、田地、並
路10:39 他有一個~子名叫馬利亞、在
10:40 我的~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
14:26 姐~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
約11: 3 他姊~兩個就打發人去見耶穌
11: 5 馬大、和他~子、並拉撒路。
11:28 回去暗暗的叫他~子馬利亞說
19:25 與他母親的姊~、並革羅罷的
羅16: 1 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非比
16:15 和他姊~、同阿林巴、並與他

林前 7:15 是姐~、遇著這樣的事、都不
 9: 5 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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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5: 2 勸少年婦女如同姐~．總要清
門 1: 2 和~子亞腓亞、並與我們同當
雅 2:15 或是姐~、赤身露體、又缺了
約貳 1:13 那蒙揀選之姊~的兒女都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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