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 聖經(116次)

新約(34次)
福音書(3)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3)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0)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3)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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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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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18) 希伯來書(3) 雅各書(1) 彼得前書(3)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1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10)
歷史書(13)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2) 利未記(3) 民數記(4) 申命記(1)
舊約(82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4) 以西結書(1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4) 何西阿書(5) 約珥書(0) 阿摩司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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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詩歌智慧書(22) 約伯記(9) 詩篇(6) 箴言(5) 傳道書(2) 雅歌(0)

出 9:34 就越發~、他和他的臣僕都硬
20:20 叫你們時常敬畏他、不至~。
利 4: 3 或是受膏的祭司~、使百姓陷
 5:17 若有人~、行了耶和華所吩咐
 6: 2 若有人~、干犯耶和華、在鄰
民12:11 求你不要因我們愚昧~、便將
15:28 ~的時候、祭司要在耶和華面
16:22 一人~、你就要向全會眾發怒
16:38 把那些~．自害己命之人的香
申 9:21 我把那叫你們~所鑄的牛犢、
士10:15 我們~了．任憑你隨意待我們
撒上15:18 你去擊打那些~的亞瑪力人、
王上 8:46 世上沒有不~的人）你向他們

14:22 ~觸動他的憤恨、比他們列祖
16:19 這是因他~、行耶和華眼中看

代上 9: 1 猶大人因~就被擄到巴比倫。
代下 6:36 世上沒有不~的人）你向他們

29:19 亞哈斯王在位~的時候所廢棄
36:14 眾祭司長和百姓也大大~、效
尼 1: 8 你們若~、我就把你們分散在
 6:13 依從他~、他們好傳揚惡言毀
13:26 所羅門不是在這樣的事上~麼
13:26 然而連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誘~
伯 1:22 約伯並不~、也不以　神為愚
 2:10 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
10:14 我若~、你就察看我、並不赦
24:19 水．陰間也如此消沒~之輩。
31:30 我沒有容口~、咒詛他的生命
34:31 神說、我受了責罰、不再~．
35: 3 我不~比犯罪有甚麼好處呢。
35: 3 我不犯罪比~有甚麼好處呢。
35: 6 你若~、能使　神受何害呢．
詩 4: 4 不可~．在床上的時候、要心
39: 1 免得我舌頭~．惡人在我面前
51: 4 我向你~、惟獨得罪了你、在
68:21 頭、就是那常~之人的髮頂。
78:32 他們仍舊~、不信他奇妙的作
106: 6 我們與我們的祖宗一同~．我
箴13: 6 公義保守．~的被邪惡傾覆。
14: 9 愚妄人~、以為戲耍．〔或作
19: 2 不善．腳步急快的、難免~。
29: 6 惡人~、自陷網羅．惟獨義人

29:22 啟爭端．暴怒的人、多多~。
傳 5: 6 不可任你的口使肉體~．也不
 7:20 時常行善而不~的義人、世上
賽 1: 4 ~的國民、擔著罪孽的百姓、
 1:28 和~的、必一同敗亡、離棄耶
43:27 你的始祖~、你的師傅違背我
64: 5 我們仍~．這景況已久．我們
耶 2:35 問你、因你自說、我沒有~。
11:10 ~作孽．又隨從別神事奉他．
哀 1: 8 耶路撒冷大大~．所以成為不
 3:42 我們~背逆、你並不赦免。
 5: 7 我們列祖~、而今不在了．我
 5:16 下．我們~了、我們有禍了。
結 3:20 義人何時離義而~、我將絆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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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一國~干犯我、我也向他
18: 4 也照樣屬我．~的他必死亡。
18:20 惟有~的、他必死亡。兒子必
28:16 以致~、所以我因你褻瀆聖地
33:12 在~之日不能救他．至於惡人
33:12 義人在~之日也不能因他的義
37:23 就是他們~的地方．我要潔淨
45:20 也要為誤~的、和愚蒙犯罪的
45:20 和愚蒙~的如此行．為殿贖罪
但 9: 5 我們~作孽、行惡叛逆、偏離
何 4: 8 的贖罪祭、滿心願意我民~。
 4:15 猶大卻不可~．不要往吉甲去
 8:11 壇取罪、因此、祭壇使他~。
10: 9 時常~．你們的先人曾站在那
13: 1 他在事奉巴力的事上~就死了
摩 1: 3 大馬色三番四次的~、我必不
 1: 6 迦薩三番四次的~、我必不免
 1: 9 推羅三番四次地~、我必不免
 1:11 以東三番四次的~、我必不免
 1:13 亞捫人三番四次的~、我必不
 2: 1 摩押三番四次的~、我必不免
 2: 4 猶大人三番四次的~、我必不
 2: 6 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我必
 4: 4 任你們往伯特利去~、到吉甲
約 5:14 不要再~、恐怕你遭遇的更加
 8:11 罪．去吧．從此不要再~了。

 8:34 所有~的、就是罪的奴僕。
羅 5:16 因一人~就定罪、也不如恩賜
 6:15 下、就可以~麼．斷乎不可。
 7:23 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的律

林前 7:28 並不是~．處女若出嫁、也不
 7:28 也不是~．然而這等人肉身必
15:34 不要~．因為有人不認識　神

林後11: 7 叫你們高升、這算是我~麼。
12:21 又因許多人從前~、行污穢姦
加 2:17 難道基督是叫人~的麼．斷乎
 2:18 造、這就證明自己是~的人。
弗 4:26 生氣卻不要~．不可含怒到日
提前 1: 9 不虔誠和~的、不聖潔和戀世

 5:20 ~的人、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
來 3:17 豈不是那些~屍首倒在曠野的
 4:15 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
10:26 若故意~、贖罪的祭就再沒有
雅 2: 9 便是~、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彼前 2:20 你們若因~受責打、能忍耐、

 2:22 他並沒有~、口裏也沒有詭詐
 4:18 那不虔敬和~的人、將有何地

彼後 2:14 止不住~．引誘那心不堅固的
約壹 2: 1 是要叫你們不~。若有人犯罪

 2: 1 若有人~、在父那裏我們有一
 3: 4 凡~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
 3: 6 就不~．凡犯罪的、是未曾看
 3: 6 凡~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
 3: 8 ~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
 3: 8 因為魔鬼從起初就~。　神的
 3: 9 就不~、因　神的道〔原文作
 3: 9 他也不能~、因為他是由　神
 5:18 我們知道凡從　神生的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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