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玷 圣经(100次)

新约(11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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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玷 diàn

普通书信(7)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彼得前书(2)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0)

律法书(30)
历史书(7)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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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1) 民数记(9) 申命记(6)
旧约(89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30)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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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1) 诗篇(0)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1)

创34: 2 拉住他、与他行淫、~辱他。
34: 5 雅各听见示剑~污了他的女儿
34:13 因为示剑~污了他们的妹子底
34:27 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污
利15:31 免得他们~污我的帐幕、就因
18:20 与邻舍的妻行淫、~污自己。
18:23 ~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
18:24 你们都不可~污自己、因为我
18:24 这一切的事上、~污了自己。
18:25 连地也~污了、所以我追讨那
18:27 可憎恶的事、地就~污了。）
18:28 免得你们~污那地的时候、地
18:30 以致~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
19:31 以致被他们~污了．我是耶和
20: 3 ~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
民 5:13 而且他被~污没有作见证的人
 5:14 他是被~污、或是他丈夫生了
 5:14 疑恨他、他并没有被~污．
 5:27 他若被~污得罪了丈夫、这致
 5:28 若妇人没有被~污、却是清洁
 6:12 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污了。
19:13 就~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
19:20 因为他~污了耶和华的圣所。
35:34 你们不可~污所住之地、就是
申21:14 婢女待他、因为你~污了他。
21:23 免得~污了耶和华你　神所赐
22:24 男子是因为~污别人的妻．这
22:29 因他~污了这女子、就要娶他
24: 4 不可在妇人~污之后再娶他为
24: 4 你　神所赐为业之地被~污了
士19:24 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辱他们
撒下13:12 不要~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

13:13 你~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
13:14 因比他力大就~辱他、与他同
13:22 因为暗嫩~辱他妹妹他玛、所
13:32 自从暗嫩~辱押沙龙妹子他玛
尼13:29 因为他们~污了祭司的职任、
伯31: 7 眼目、若有~污粘在我手上．
箴 9: 7 骂．责备恶人的、必被~污。
歌 5: 3 我洗了脚、怎能再~污呢。
赛13:16 夺．他们的妻子、必被~污。
30:22 你要~污、要抛弃、好像污秽

耶 2: 7 就~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
 2:23 我没有~污、没有随从众巴力
 3: 1 那地岂不是大大~污了么．但
 3: 2 并且你的淫行邪恶~污了全地
 3: 9 头木头行淫、地就被~污了。
16:18 ~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
19:13 是已经被~污的、就是他们在
哀 4:14 又被血~污、以致人不能摸他
 5:11 敌人在锡安~污妇人、在犹大
 5:11 人、在犹大的城邑~污处女。
结 4:14 我素来未曾被~污、从幼年到
 5:11 ~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
14:11 不再因各样的罪过~污自己、
18: 6 未曾~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
18:10 偶像之物、并~污邻舍的妻、
18:15 的偶像、未曾~污邻舍的妻、
20: 7 不可因埃及的偶像~污自己．
20:18 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污自己
20:26 他们在这供献的事上~污自己
20:30 照你们列祖所行的~污自己么
20:31 仍将一切偶像~污自己、直到
20:43 在那里要追念~污自己的行动
22: 3 又作偶像~污自己、陷害自己
22: 4 就~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
22:10 有~辱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
22:11 那人贪淫~污儿妇．还有玷辱
22:11 妇．还有~辱同父之姐妹的。
23: 7 之人的一切偶像、~污自己。
23:13 我看见他被~污了、他姐妹二
23:17 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污他
23:17 他被~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
23:30 邪淫、被他们的偶像~污了。
23:38 就是同日~污我的圣所、干犯
33:26 人人~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
36:17 在行动作为上~污那地．他们
36:18 又因他们以偶像~污那地、就
37:23 ~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
43: 7 必不再~污我的圣名、就是行
43: 8 ~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
44: 7 ~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
但 1: 8 ~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
 1: 8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污自己

何 5: 3 你行淫了、以色列被~污了。
 6:10 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污。
 9: 4 凡吃的必被~污、因他们的食
弥 4:11 愿锡安被~污、愿我们亲眼见
亚14: 2 妇女被~污、城中的民一半被
罗 1:24 以致彼此~辱自己的身体。
 2:23 自己倒犯律法、~辱　神么。
弗 5:27 毫无~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
提前 6:14 毫不~污、无可指责、直到我
来 7:26 无~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
雅 1:27 那清洁没有~污的虔诚、就是
彼前 1: 4 不能~污、不能衰残、为你们

 1:19 如同无瑕疵无~污的羔羊之血
彼后 2:13 他们已被~污、又有瑕疵、正

 3:14 使自己没有~污、无可指摘、
犹 1:12 或作~污〕他们作牧人、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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