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洁 圣经(101次)

新约(59次)
福音书(1)
历史书(2)
保罗书信(37)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9) 哥林多前书(6)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4)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6)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4) 提摩太后书(2)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圣洁 shèng jié

普通书信(14) 希伯来书(5) 雅各书(0) 彼得前书(8) 彼得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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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历史书(8)

预言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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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0) 出埃及记(3) 利未记(6) 民数记(6) 申命记(5)
旧约(42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2)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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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先知书(4)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0) 诗篇(8)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出19: 6 为~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
22:31 你要在我面前为~的人、因此
30:35 按作香之法作成清净~的香。
利11:44 所以你们要成为~、因为我是
11:44 因为我是~的．你们也不可在
11:45 所以你们要~、因为我是圣洁
11:45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的。
19: 2 你们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
19: 2 为我耶和华你们的　神是~的
民 6: 5 他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
 6:11 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
15:40 成为~、归与你们的　神。
16: 3 全会众个个既是~、耶和华也
16: 5 谁是~的、就叫谁亲近他、他
16: 7 谁就为~．你们这利未的子孙
申 7: 6 为你归耶和华你　神为~的民
14: 2 为你归耶和华你　神为~的民
14:21 你是归耶和华你　神为~的民
23:14 所以你的营理当~、免得他见
26:19 使你归耶和华你　神为~的民
书24:19 因为他是~的　神、是忌邪的
撒上 6:20 能在耶和华这~的　神面前侍
王下 4: 9 们这里经过的、是~的神人。
代上16:29 当以~的妆饰〔“的”或作“
代下20:21 使他们穿上~的礼服、走在军

23: 6 因为他们~．众百姓要遵守耶
30:17 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
拉 9: 2 以致~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
诗22: 3 但你是~的、是用以色列的赞
29: 2 以~的妆饰〔的或作为〕敬拜
60: 6 　神已经指着他的~说、〔说
89:35 我一次指着自己的~起誓．我
96: 9 当以~的妆饰、〔的或作为〕
108: 7 　神已经指着他的~说、〔说
110: 3 你的民要以~的妆饰为衣、〔
110: 3 或作以~为妆饰〕甘心牺牲自
赛 6:13 这~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63:15 从你~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
64:11 我们~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
65: 5 因为我比你~。主说、这些人
摩 4: 2 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起誓说
玛 2:11 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

路 1:75 坦然无惧的用~公义事奉他。
徒 3:14 你们弃绝了那~公义者、反求
13:34 将所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罗 7:12 律法是~的、诫命也是圣洁、
 7:12 诫命也是~、公义、良善的。
11:16 所献的新面若是~、全团也就
11:16 全团也就~了．树根若是圣洁
11:16 树根若是~、树枝也就圣洁了
11:16 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了。
12: 1 是~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
15:16 着圣灵、成为~、可蒙悦纳。
16:16 彼此务要~。基督的众教会都

林前 1:30 们的智慧、公义、~、救赎．
 7:14 就因着妻子成了~．并且不信
 7:14 就因着丈夫成了~．〔丈夫原
 7:14 洁净．但如今他们是~的了。
 7:34 要身体灵魂都~．已经出嫁的
16:20 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

林后 1:12 见证我们凭着　神的~和诚实
13:12 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
弗 1: 4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无有
 4:24 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
 5:26 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
 5:27 类的病、乃是~没有瑕疵的。
西 1:22 都成了~、没有瑕疵、无可责
 3:12 ~蒙爱的人、就要存〔原文作

帖前 2:10 是何等~、公义、无可指摘、
 3:13 里坚固、成为~、无可责备。
 4: 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
 4: 4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尊贵
 4: 7 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
 5:26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

帖后 2:13 又被圣灵感动成为~、能以得
提前 1: 9 不~和恋世俗的、弒父母和杀

 2: 8 惑〕举起~的手、随处祷告。
 2:15 又~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4: 5 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了。

提后 2:21 成为~、合乎主用、预备行各
 3: 2 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
多 1: 8 善、庄重、公平、~、自持．
来 3: 1 同蒙天召的~弟兄阿、你们应
 7:26 像这样~、无邪恶、无玷污、

12:10 处、使我们在他的~上有分。
12:14 并要追求~．非圣洁没有人能
12:14 求圣洁．非~没有人能见主．

彼前 1: 2 借着圣灵得成~、以致顺服耶
 1:15 那召你们的既是~、你们在一
 1:15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
 1:16 你们要~、因为我是圣洁的。
 1:16 们要圣洁、因为我是~的。』
 2: 5 作~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
 2: 9 是~的国度、是属　神的子民
 3: 5 因为古时仰赖　神的~妇人、

彼后 3:11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怎样敬
启 3: 7 那~、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
 6:10 ~真实的主阿、你不审判住在
20: 6 ~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
22:11 为义．~的、叫他仍旧圣洁。
22:11 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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