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奸 圣经(107次)

新约(34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5)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5)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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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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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2)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3)

律法书(12)
历史书(1)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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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73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1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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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12)
诗歌智慧书(41) 约伯记(2) 诗篇(19) 箴言(17) 传道书(3) 雅歌(0)

创42: 9 你们是~细、来窥探这地的虚
42:11 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细。
42:14 我才说你们是~细、这话实在
42:16 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细。
42:30 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细。
42:31 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细．
42:34 我便知道你们不是~细、乃是
出20:14 不可~淫。
利20:10 淫的、~夫淫妇、都必治死。
民23:21 也未见以色列中有~恶．耶和
申 5:18 不可~淫。
22:22 就要将~夫、淫妇、一并治死
士20: 5 杀我、又将我的妾强~致死。
伯 6:30 我的口里、岂不辨~恶么。
24:15 ~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
诗 7:14 试看恶人因~恶而劬劳．所怀
10: 7 诈、欺压．舌底是毒害~恶。
10:14 因为~恶毒害、你都看见了、
25: 3 惟有那无故行~诈的、必要羞
26:10 他们的手中有~恶、右手满有
28: 3 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恶。
41: 6 他心存~恶、走到外边才说出
49: 5 ~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
50:18 又与行~淫的人、一同有分。
55:10 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恶。
64: 6 他们图谋~恶、说、我们是极
73:15 这就是以~诈待你的众子。
83: 3 他们同谋~诈要害你的百姓、
94:20 在位上行~恶的、岂能与你相
119:29 求你使我离开~诈的道、开恩
119:150追求~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
119:158我看见~恶的人、就甚憎恶、
140: 2 他们心中图谋~恶、常常聚集
140: 9 愿他们嘴唇的~恶、陷害〔原
箴 2:22 然剪除．~诈的、必然拔出。
 4:17 因为他们以~恶吃饼、以强暴
11: 3 ~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11: 6 ~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
13: 2 必享美福．~诈人必遭强暴。
13:15 ~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
13:17 ~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
14:11 ~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

16:27 匪徒图谋~恶、嘴上仿佛有烧
17: 4 行恶的留心听~诈之言．说谎
21:18 的赎价．~诈人代替正直人。
22:12 明人．却倾败~诈人的言语。
23:28 强盗、他使人中多有~诈的。
24: 2 强暴．他们的口、谈论~恶。
24: 8 设计作恶的、必称为~人。
26:23 ~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
29:12 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恶。
传 3:16 在审判之处有~恶．在公义之
 3:16 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恶。
10:13 他话的末尾、是~恶的狂妄。
赛10: 1 例的、和记录~诈之判语的．
57: 3 ~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
耶 3: 7 他~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
 3: 8 我看见他~诈的妹妹犹大、还
 3:10 他~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
 3:11 色列、比~诈的犹大还显为义
 5: 7 他们就行~淫、成群的聚集在
 7: 9 ~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
 9: 2 因他们都是行~淫的、是行诡
12: 6 都用~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
13:27 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淫、发
23:14 他们行~淫、作事虚妄．又坚
何 4: 2 ~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
 4:11 ~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
10:13 你们耕种的是~恶、收割的是
弥 2: 1 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恶的
哈 1: 3 你为何看着~恶而不理呢．毁
 1:13 不看~恶．行诡诈的、你为何
玛 3: 5 犯~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
太 5:27 听见有话说、『不可~淫。』
 5:28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淫了。
 5:32 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淫了。
15:19 ~淫、苟合、偷盗、妄证、谤
19: 9 就是犯~淫了、有人娶那被休
19: 9 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淫了。
19:18 不可~淫、不可偷盗、不可作
可 7:22 ~淫、贪婪、邪恶、诡诈、淫
10:11 就是犯~淫、辜负他的妻子．
10:12 弃丈夫另嫁、也是犯~淫了。
10:19 不可~淫、不可偷盗、不可作

路16:18 就是犯~淫．娶被休之妻的、
16:18 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淫。
18:11 义、~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18:20 不可~淫、不可杀人、不可偷
20:20 打发~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
20:21 ~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
徒13:10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恶、魔鬼
15:20 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淫
15:29 和~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
18:14 或~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
21:25 血、并勒死的牲畜、与~淫。
罗 2:22 你说人不可~淫、自己还奸淫
 2:22 自己还~淫么．你厌恶偶像、
13: 9 像那不可~淫、不可杀人、不

林前 6: 9 ~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
10: 8 我们也不要行~淫、像他们有

林后12:21 行污秽~淫邪荡的事、不肯悔
加 5:19 的．就如~淫、污秽、邪荡、
雅 2:11 原来那说不可~淫的、也说不
 2:11 你就是不~淫、却杀人、仍是
启 2:14 吃祭偶像之物、行~淫的事。
 2:20 引诱他们行~淫、吃祭偶像之
 9:21 杀、邪术、~淫、偷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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