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秽 圣经(145次)

新约(46次)
福音书(12)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6)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4)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2)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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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2) 雅各书(2)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2)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7)

律法书(38)
历史书(12)

预言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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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4)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8) 民数记(15) 申命记(3)
旧约(99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1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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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3) 撒迦利亚书(4) 玛拉基书(3)

大先知书(24)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5) 诗篇(5)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49: 4 了你父亲的床、~了我的榻。
出20:25 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了。
利 5: 3 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无论是
 5: 3 无论是染了什么~、他却不知
 7:19 挨了~物的肉、就不可吃、要
11:43 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
11:44 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自己
12: 2 像在月经~的日子不洁净一样
12: 5 像~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
15:19 必~七天．凡摸他的、必不洁
15:20 女人在~之中、凡他所躺的物
15:24 染了他的~、就要七天不洁净
15:31 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隔绝
15:31 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死亡。
16:16 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过犯
16:16 并因会幕在他们~之中、也要
16:19 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
20:21 这本是~的事、羞辱了他的弟
22: 3 凡身上有~、亲近以色列人所
22: 8 因此~自己．我是耶和华。
民 5: 3 免得~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
 5:19 也未曾背着丈夫作~的事、你
 5:20 行了~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
 5:29 妻子背着丈夫行了~的事、
19: 9 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的水、
19:12 要用这除~的水洁净自己、第
19:13 因为那除~的水没有洒在他身
19:13 就为不洁净、~还在他身上。
19:20 但那~而不洁净自己的、要将
19:20 除~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
19:21 并且那洒除~水的人、要洗衣
19:21 凡摸除~水的、必不洁净到晚
31:23 然而还要用除~的水洁净它、
35:33 你们就不~所住之地、因为血
35:33 因为血是~地的、若有在地上
申10:16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除掉。
23:14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就离开
30: 6 和你后裔心里的~除掉、好叫

王下23: 8 ~祭司烧香的丘坛、从迦巴直
23:10 又~欣嫩子谷的陀斐特、不许
23:13 公、所筑的丘坛、王都~了。
23:16 ~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

代上 5: 1 因他~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
代下29: 5 的殿、从圣所中除去~之物。

29:16 将殿中所有~之物搬到耶和华
36:14 ~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
拉 6:21 切除掉所染外邦人~归附他们
 9:11 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之地
 9:11 因列国之民的~、和可憎的事
 9:11 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
伯14: 4 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之中呢
15:16 何况那~可憎、喝罪孽如水的
18: 3 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呢。
30:18 我的外衣~不堪．又如里衣的
36:14 年时死亡、与~人一样丧命。
诗14: 3 一同变为~．并没有行善的、
53: 3 一同变为~．并没有行善的、
79: 1 ~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
106:38 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了。
106:39 这样他们被自己所作的~了、
箴30:12 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
赛 4: 3 将锡安女子的~洗去、又将耶
24: 5 地被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
28: 8 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无
30:22 好像~之物、对偶像说、去吧
35: 8 ~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
57:20 中的水、常涌出~和淤泥来。
64: 6 所有的义都像~的衣服．我们
耶 4: 4 将心里的~除掉．恐怕我的忿
 7:30 称为我名下的殿中、~这殿。
32:34 为我名下的殿中、~了这殿。
哀 1: 9 他的~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
 3:45 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和渣滓
结 7:19 金子看如~之物．当耶和华发
 7:20 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之物
 9: 7 要~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
16:36 因你的~倾泄了、你与你所爱
22:15 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
24:11 熔化其中的~、除净其上的锈
24:13 在你~中有淫行．我洁净你、
24:13 你的~再不能洁净、直等我向
36:17 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
36:25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弃掉一
36:29 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也

39:24 我是照他们的~和罪过待他们
摩 7:17 你自己必死在~之地、以色列
弥 2:10 因为~使人〔或作地〕毁灭、
鸿 3: 6 我必将可憎~之物抛在你身上
番 3: 1 这悖逆~欺压的城、有祸了。
该 2:13 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然后
 2:13 这物算~么．祭司说、必算污
 2:13 算污秽么．祭司说、必算~。
亚 3: 3 约书亚穿着~的衣服、站在使
 3: 4 你们要脱去他~的衣服。又对
13: 1 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
13: 2 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的灵
玛 1: 7 你们将~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
 1: 7 我们在何事上~你呢．因你们
 1:12 耶和华的桌子是~的、其上的
太15:11 入口的不能~人、出口的乃能
15:11 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人。
15:18 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人。
15:20 这都是~人的．至于不洗手吃
15:20 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人。
23:27 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
可 7:15 不能~人、惟有从里面出来的
 7:15 乃能~人。〔有古卷在此有〕
 7:18 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人．
 7:20 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人．
 7:23 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人。
约18:28 恐怕染了~、不能吃逾越节的
徒15:20 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和奸淫
21:28 希利尼人进殿、~了这圣地。
24: 6 连圣殿他也想要~．我们把他
罗 1:24 逞着心里的情欲行~的事、以
林前 4:13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

 8: 7 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了。
林后 7: 1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敬畏

12:21 行~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
加 5:19 见的．就如奸淫、~、邪荡、
弗 4:19 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
 4:29 ~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
 5: 3 并一切~、或是贪婪、在你们
 5: 5 是~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
西 3: 5 ~、邪情、恶欲、和贪婪、贪
 3: 8 毒〕毁谤、并口中~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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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2: 3 不是出于~、也不是用诡诈．
 4: 7 本不是要我们沾染~、乃是要
多 1:15 在~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
 1:15 连心地和天良、也都~了。
来12:15 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
13: 4 床也不可~．因为苟合行淫的
雅 1:21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和
 3: 6 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

彼前 3:21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
彼后 2:10 纵~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

 2:20 得以脱离世上的~、后来又在
犹 1: 8 也像他们~身体、轻慢主治的
启 3: 4 还有几名是未曾~自己衣服的
16:13 我又看见三个~的灵、好像青
17: 4 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
18: 2 和各样~之灵的巢穴、〔或作
18: 2 并各样~可憎之雀鸟的巢穴。
22:11 ~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
22:11 叫他仍旧~．为义的、叫他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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