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赦 聖經(127次)

新約(54次)
福音書(34)
歷史書(6)
保羅書信(9)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8) 路加福音(16)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6)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5)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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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2)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26)
歷史書(1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4) 利未記(10) 民數記(10) 申命記(2)
舊約(73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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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2) 詩篇(12)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出23:21 因為他必不~免你們的過犯。
32:32 倘或你肯~免他們的罪、‧‧
34: 7 ~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
34: 9 又求你~免我們的罪孽、和罪
利 4:20 為他們贖罪、他們必蒙~免。
 4:26 司要為他贖了、他必蒙~免。
 4:31 祭、為他贖罪、他必蒙~免。
 4:35 司要為他贖了、他必蒙~免。
 5:10 司要為他贖了、他必蒙~免。
 5:13 他必蒙~免．剩下的麵、都歸
 5:16 羊、為他贖罪、他必蒙~免。
 5:18 司要為他贖罪、他必蒙~免。
 6: 7 使他有了罪、都必蒙~免。
19:22 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免。
民14:18 ~免罪孽和過犯、萬不以有罪
14:19 ~免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從
14:19 及到如今、常~免他們一樣。
14:20 我照著你的話~免了他們。
15:25 他們就必蒙~免、因為這是錯
15:26 就必蒙~免、因為這罪是百姓
15:28 前為他贖罪、他就必蒙~免。
30: 5 耶和華也必~免他、因為他父
30: 8 冒失話、耶和華也必~免他。
30:12 樣廢了．耶和華也必~免他。
申21: 8 求你~免你所救贖的以色列民
21: 8 這樣、流血的罪必得~免。
書24:19 必不~免你們的過犯罪惡．
撒上15:25 現在求你~免我的罪、同我回
王上 8:30 你的居所垂聽、垂聽而~免。

 8:34 ~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們
 8:36 ~免你僕人以色列民的罪、將
 8:39 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免
 8:50 ~免他們的一切過犯、使他們

王下24: 4 路撒冷．耶和華決不肯~免。
代下 6:21 你的居所垂聽、垂聽而~免。

 6:25 ~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們
 6:27 ~免你僕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
 6:30 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免
 6:39 他們伸冤、~免他們的過犯。
 7:14 ~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伯 7:21 為何不~免我的過犯、除掉我
10:14 察看我、並不~免我的罪孽。

詩19:12 願你~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
25:11 求你因你的名~免我的罪、因
25:18 我的艱難、~免我一切的罪。
32: 1 得~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
32: 5 你就~免我的罪惡。〔細拉〕
65: 3 於我們的過犯、你都要~免。
78:38 ~免他們的罪孽、不滅絕他們
79: 9 搭救我們、~免我們的罪。
85: 2 你~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蓋
99: 8 你是~免他們的　神、卻按他
103: 3 他~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
130: 4 但在你有~免之恩、要叫人敬
賽 6: 7 便除掉、你的罪惡就~免了。
22:14 斷不得~免．這是主萬軍之耶
27: 9 所以雅各的罪孽得~免、他的
33:24 居住的百姓、罪孽都~免了。
40: 2 他的罪孽~免了、他為自己的
55: 7 　神、因為　神必廣行~免。
耶 5: 1 沒有、若有、我就~免這城。
 5: 7 我怎能~免你呢．你的兒女離
18:23 不要~免他們的罪孽、也不要
31:34 我要~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
33: 8 又要~免他們的一切罪、就是
36: 3 我好~免他們的罪孽和罪惡。
50:20 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免。
哀 3:42 我們犯罪背逆、你並不~免。
結16:63 好使你在我~免你一切所行的
但 9:19 求主~免、求主應允而行、為
何 1: 6 憫以色列家、決不~免他們．
摩 7: 2 求你~免．因為雅各微弱、他
彌 7:18 ~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
太 9: 2 小子、放心吧．你的罪~了。
 9: 5 你的罪~了．或說、你起來行
 9: 6 知道人子在地上有~罪的權柄
12:31 都可得~免．惟獨褻瀆聖靈、
12:31 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免。
12:32 還可得~免．惟獨說話干犯聖
12:32 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免。
26:28 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
可 1: 4 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
 2: 5 癱子說、小子、你的罪~了。
 2: 7 除了　神以外、誰能~罪呢。

 2: 9 你的罪~了．或說、起來、拿
 2:10 知道人子在地上有~罪的權柄
 3:28 一切褻瀆的話、都可得~免．
 3:29 卻永不得~免、乃要擔當永遠
 4:12 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免。
路 1:77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就知道
 3: 3 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
 5:20 就對癱子說、你的罪~了。
 5:21 除了　神以外、誰能~罪呢。
 5:23 你的罪~了、或說、你起來行
 5:24 知道人子在地上有~罪的權柄
 7:47 他許多的罪都~免了．因為他
 7:47 但那~免少的、他的愛就少。
 7:48 對那女人說、你的罪~免了。
 7:49 是甚麼人、竟~免人的罪呢。
11: 4 ~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
11: 4 因為我們也~免凡虧欠我們的
12:10 還可得~免、惟獨褻瀆聖靈的
12:10 獨褻瀆聖靈的、總不得~免。
23:34 ~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
24:47 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罪的道
約20:23 你們~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
20:23 誰的罪就~免了．你們留下誰
徒 2:38 叫你們的罪得~、就必領受所
 5:31 和~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
 8:22 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得~免。
10:43 人、必因他的名、得蒙~罪。
13:38 ~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
26:18 得蒙~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
羅 4: 7 得~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
林後 2: 7 倒不如~免他、安慰他、免得

 2:10 你們~免誰、我也赦免誰、我
 2:10 我也~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
 2:10 我若有所~免的、是在基督面
 2:10 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免的．
弗 1: 7 過犯得以~免、乃是照他豐富
西 1:14 裏得蒙救贖、罪過得以~免。
 2:13 　神~免了你們〔或作我們〕
來 9:22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免了。
10:18 這些罪過既已~免、就不用再
雅 5:15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免。
約壹 1: 9 必要~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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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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