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 圣经(116次)

新约(34次)
福音书(3)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3)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0)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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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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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8) 希伯来书(3) 雅各书(1) 彼得前书(3)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1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10)
历史书(13)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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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2) 利未记(3) 民数记(4) 申命记(1)
旧约(82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结书(12)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4) 何西阿书(5) 约珥书(0) 阿摩司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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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诗歌智慧书(22) 约伯记(9) 诗篇(6) 箴言(5) 传道书(2) 雅歌(0)

出 9:34 就越发~、他和他的臣仆都硬
20:20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
利 4: 3 或是受膏的祭司~、使百姓陷
 5:17 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
 6: 2 若有人~、干犯耶和华、在邻
民12:11 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便将
15:28 ~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
16:22 一人~、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
16:38 把那些~．自害己命之人的香
申 9:21 我把那叫你们~所铸的牛犊、
士10:15 我们~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
撒上15:18 你去击打那些~的亚玛力人、
王上 8:46 世上没有不~的人）你向他们

14:22 ~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
16:19 这是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

代上 9: 1 犹大人因~就被掳到巴比伦。
代下 6:36 世上没有不~的人）你向他们

29:19 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所废弃
36:14 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效
尼 1: 8 你们若~、我就把你们分散在
 6:13 依从他~、他们好传扬恶言毁
13:26 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么
13:26 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
伯 1:22 约伯并不~、也不以　神为愚
 2:10 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
10:14 我若~、你就察看我、并不赦
24:19 水．阴间也如此消没~之辈。
31:30 我没有容口~、咒诅他的生命
34:31 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
35: 3 我不~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
35: 3 我不犯罪比~有什么好处呢。
35: 6 你若~、能使　神受何害呢．
诗 4: 4 不可~．在床上的时候、要心
39: 1 免得我舌头~．恶人在我面前
51: 4 我向你~、惟独得罪了你、在
68:21 头、就是那常~之人的发顶。
78:32 他们仍旧~、不信他奇妙的作
106: 6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我
箴13: 6 公义保守．~的被邪恶倾覆。
14: 9 愚妄人~、以为戏耍．〔或作
19: 2 不善．脚步急快的、难免~。
29: 6 恶人~、自陷网罗．惟独义人

29:22 启争端．暴怒的人、多多~。
传 5: 6 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也不
 7:20 时常行善而不~的义人、世上
赛 1: 4 ~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
 1:28 和~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
43:27 你的始祖~、你的师傅违背我
64: 5 我们仍~．这景况已久．我们
耶 2:35 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
11:10 ~作孽．又随从别神事奉他．
哀 1: 8 耶路撒冷大大~．所以成为不
 3:42 我们~背逆、你并不赦免。
 5: 7 我们列祖~、而今不在了．我
 5:16 下．我们~了、我们有祸了。
结 3:20 义人何时离义而~、我将绊脚
 3:21 使他不~、他就不犯罪、他因
 3:21 他就不~、他因受警戒就必存
14:13 若有一国~干犯我、我也向他
18: 4 也照样属我．~的他必死亡。
18:20 惟有~的、他必死亡。儿子必
28:16 以致~、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
33:12 在~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
33:12 义人在~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
37:23 就是他们~的地方．我要洁净
45:20 也要为误~的、和愚蒙犯罪的
45:20 和愚蒙~的如此行．为殿赎罪
但 9: 5 我们~作孽、行恶叛逆、偏离
何 4: 8 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
 4:15 犹大却不可~．不要往吉甲去
 8:11 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
10: 9 时常~．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
13: 1 他在事奉巴力的事上~就死了
摩 1: 3 大马色三番四次的~、我必不
 1: 6 迦萨三番四次的~、我必不免
 1: 9 推罗三番四次地~、我必不免
 1:11 以东三番四次的~、我必不免
 1:13 亚扪人三番四次的~、我必不
 2: 1 摩押三番四次的~、我必不免
 2: 4 犹大人三番四次的~、我必不
 2: 6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我必
 4: 4 任你们往伯特利去~、到吉甲
约 5:14 不要再~、恐怕你遭遇的更加
 8:11 罪．去吧．从此不要再~了。

 8:34 所有~的、就是罪的奴仆。
罗 5:16 因一人~就定罪、也不如恩赐
 6:15 下、就可以~么．断乎不可。
 7:23 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的律

林前 7:28 并不是~．处女若出嫁、也不
 7:28 也不是~．然而这等人肉身必
15:34 不要~．因为有人不认识　神

林后11: 7 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么。
12:21 又因许多人从前~、行污秽奸
加 2:17 难道基督是叫人~的么．断乎
 2:18 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的人。
弗 4:26 生气却不要~．不可含怒到日
提前 1: 9 不虔诚和~的、不圣洁和恋世

 5:20 ~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来 3:17 岂不是那些~尸首倒在旷野的
 4:15 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
10:26 若故意~、赎罪的祭就再没有
雅 2: 9 便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彼前 2:20 你们若因~受责打、能忍耐、

 2:22 他并没有~、口里也没有诡诈
 4:18 那不虔敬和~的人、将有何地

彼后 2:14 止不住~．引诱那心不坚固的
约壹 2: 1 是要叫你们不~。若有人犯罪

 2: 1 若有人~、在父那里我们有一
 3: 4 凡~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
 3: 6 就不~．凡犯罪的、是未曾看
 3: 6 凡~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
 3: 8 ~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
 3: 8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　神的
 3: 9 就不~、因　神的道〔原文作
 3: 9 他也不能~、因为他是由　神
 5:18 我们知道凡从　神生的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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