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憎 圣经(122次)

新约(7次)
福音书(2)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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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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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书(18)
历史书(21)

预言书(5)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4) 列王记下(7)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7) 以斯拉记(3)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5)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115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51)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69)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1) 诗篇(0)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利 7:18 反为~嫌的、吃这祭肉的、就
 7:21 或是不洁~之物、吃了献与耶
11:10 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
11:11 这些无翅无鳞以为~的、你们
11:11 吃他的肉、死的也当以为~。
11:12 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
11:13 雀鸟中你们当以为~、不可吃
11:20 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
11:23 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
11:41 上的爬物、是~的都不可吃。
11:42 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的。
11:43 使自己成为~的、也不可因这
18:29 行了其中~的一件事、必从民
18:30 免得你们随从那些~的恶俗、
20:13 他们二人行了~的事、总要把
申 7:26 ~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
14: 3 凡~的物都不可吃。
29:17 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之物、

王上11: 5 录、和亚扪人~的神米勒公。
11: 7 所罗门为摩押~的神基抹、和
11: 7 和亚扪人~的神摩洛、在耶路
15:13 因他造了~的偶像亚舍拉．亚

王下16: 3 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事
21: 2 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事
21:11 犹大王玛拿西行这些~的恶事
23:13 为西顿人~的神亚斯他录、摩
23:13 摩押人~的神基抹、亚扪人可
23:13 亚扪人~的神米勒公、所筑的
23:24 并一切~之物、约西亚尽都除

代下15: 8 将~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
15:16 因他造了~的偶像亚舍拉．亚
28: 3 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的事
33: 2 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的事
34:33 将一切~之物尽都除掉、使以
36: 8 和他所行~的事、并他一切的
36:14 效法外邦人一切~的事、污秽
拉 9: 1 效法这些国的民、行~的事。
 9:11 和~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
 9:14 与这行~之事的民结亲呢、若
伯15:16 何况那污秽~、喝罪孽如水的
箴21:27 恶人的祭物是~的、何况他存
28: 9 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

赛14:19 好像~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
44:19 我岂要作~的物么．我岂可向
65: 4 他们器皿中有~之物作的汤．
66:17 吃猪肉和仓鼠并~之物、他们
耶 2: 7 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的。
 4: 1 若从我眼前除掉你~的偶像、
 6:15 他们行~的事、知道惭愧么．
 7:10 举动、是要行那些~的事么。
 7:30 将~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
 8:12 他们行~的事、知道惭愧么．
16:18 因为他们用~之尸、玷污我的
32:34 竟把~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
32:35 他们行这~的事、使犹大陷在
44: 4 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之事
44:22 所行~的事、不能再容忍．所
结 4:14 那~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
 5: 9 并且因你一切~的事、我要在
 5:11 因你用一切~的物、可厌的事
 6: 9 他们因行一切~的恶事、必厌
 6:11 以色列家行这一切~的恶事．
 7: 3 你、照你一切~的事刑罚你。
 7: 4 照你中间~的事刑罚你．你就
 7: 8 你、照你一切~的事刑罚你。
 7: 9 照你中间~的事刑罚你．你就
 7:20 们却在其中制造~可厌的偶像
 8: 6 就是在此行这大~的事、使我
 8: 6 你还要看见另有大~的事。
 8: 9 看他们在这里所行~的恶事。
 8:10 和~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
 8:13 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的事
 8:15 你还要看见比这更~的事。
 8:17 犹大家在此行这~的事、还算
 9: 4 些因城中所行~之事叹息哀哭
11:18 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厌的物
11:21 于那些心中随从~可厌之物的
12:16 述说他们一切~的事．人就知
14: 6 转脸莫从你们一切~的事．
16: 2 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的事
16:22 你行这一切~和淫乱的事、并
16:25 使你的美貌变为~的、又与一
16:36 又因你拜一切~的偶像、流儿
16:43 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的事

16:47 也没有照他们~的事去作、你
16:50 在我面前行~的事、我看见便
16:51 你行~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
16:51 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的事
16:52 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
16:58 你贪淫和~的事、你已经担当
18:12 人、仰望偶像、并行~的事、
18:13 他行这一切~的事、必要死亡
18:24 照着恶人所行一切~的事而行
20: 4 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的事
20: 7 各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之物
20: 8 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之物
20:30 仍照他们~的事行邪淫么。
22: 2 当使他知道他一切~的事。
22:11 这人与邻舍的妻行~的事．那
23:36 么．当指出他们所行~的事。
33:26 行~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
33:29 他们所行一切~的事使地荒凉
36:31 你们的罪孽和~的事厌恶自己
37:23 和~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
43: 8 并且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
44: 6 你们行一切~的事、当够了吧
44: 7 在你们一切~的事上、加上这
44:13 羞辱、和所行~之事的报应。
但 9:27 那行毁坏~的〔或作使地荒凉
11:31 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的。
12:11 并设立那行毁坏~之物的时候
何 6:10 我见了~的事、在以法莲那里
鸿 3: 6 我必将~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
亚 9: 7 和牙齿内~之物．他必作为余
玛 2:11 行一件~的事．因为犹大人亵
太24:15 那行毁坏~的、站在圣地．（
可13:14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的、站在
启17: 4 杯中盛满了~之物、就是他淫
17: 5 世上的淫妇和一切~之物的母
18: 2 并各样污秽~之雀鸟的巢穴。
21: 8 ~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
21:27 并那行~与虚谎之事的、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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