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亵 圣经(105次)

新约(19次)
福音书(5)
历史书(1)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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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亵 xiè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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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律法书(15)
历史书(3)

预言书(8)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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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3) 民数记(2) 申命记(0)
旧约(86次)

以赛亚书(12)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5)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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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2)

大先知书(41)
诗歌智慧书(22) 约伯记(0) 诗篇(5) 箴言(17) 传道书(0) 雅歌(0)

利18:21 也不可~渎你　神的名．我是
19: 8 因为他~渎了耶和华的圣物、
19:12 ~渎你　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20: 3 污我的圣所、~渎我的圣名。
21: 6 不可~渎　神的名、因为耶和
21:12 也不可~渎　神的圣所、因为
21:23 免得~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
22: 2 免得~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
22:15 祭司不可~渎以色列人所献给
22:32 你们不可~渎我的圣名．我在
24:11 以色列妇人的儿子~渎了圣名
24:16 那~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
24:16 他~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
民15:30 他~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
18:32 你们不可~渎以色列人的圣物

撒下12:14 耶和华的仇敌大得~渎的机会
王下19: 6 听见亚述王的仆人~渎我的话

19:22 ~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
诗 1: 1 的道路、不坐~慢人的座位、
73: 9 他们的口~渎上天．他们的舌
74: 7 ~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
74:10 仇敌~渎你的名、要到永远么
74:18 愚顽民~渎了你的名、求你记
箴 1:22 ~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
 1:22 亵慢人喜欢~慢、愚顽人恨恶
 9: 7 指斥~慢人的、必受辱骂．责
 9: 8 不要责备~慢人、恐怕他恨你
 9:12 你若~慢、就必独自担当。
13: 1 亲的教训．~慢人不听责备。
14: 6 ~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
15:12 ~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
19:25 鞭打~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
19:29 刑罚是为~慢人预备的．鞭打
20: 1 酒能使人~慢、浓酒使人喧嚷
21:11 ~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
21:24 名叫~慢．他行事狂妄、都出
22:10 赶出~慢人、争端就消除、分
24: 9 是罪恶．~慢者为人所憎恶。
29: 8 ~慢人煽惑通城．智慧人止息
30: 9 偷窃、以致~渎我　神的名。
赛 9:17 因为各人是~渎的、是行恶的
10: 6 我要打发他攻击~渎的国民、

28:14 所以你们这些~慢的人、就是
28:22 现在你们不可~慢、恐怕捆你
29:20 ~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
32: 6 惯行~渎的事、说错谬的话、
37: 6 听见亚述王的仆人~渎我的话
37:23 ~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
47: 6 使我的产业被~渎、将他们交
48:11 我焉能使我的名被~渎、我必
52: 5 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渎
65: 6 在冈上~渎我的罪孽、一同报
耶23:11 都是~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
23:15 因为~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
34:16 ~渎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随
结 7:21 为掳物、他们也必~渎这殿。
 7:22 他们~渎我隐密之所、强盗也
 7:22 密之所、强盗也必进去~渎。
 7:24 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渎。
13:19 在我民中~渎我、对肯听谎言
20: 9 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渎
20:14 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渎
20:22 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渎
20:27 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渎我
20:39 们的供物和偶像~渎我的圣名
22:16 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渎
22:26 ~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
22:26 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慢。
23:39 将圣所~渎了、他们在我殿中
24:21 心中所爱惜的被~渎、并且你
25: 3 我的圣所被~渎、以色列地变
28: 7 得来的美物、~渎你的荣光。
28:16 所以我因你~渎圣地、就从
28:18 就~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
36:20 就使我的圣名被~渎．因为人
36:21 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渎的
36:22 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渎的
36:23 这名在列国中已被~渎、就是
36:23 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渎的
39: 7 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渎．列
但11:31 这兵必~渎圣地、就是保障、
何 7: 5 烈性成病．王与~慢人拉手。
摩 2: 7 个女子行淫、~渎我的圣名．
番 3: 4 他的祭司~渎圣所、强解律法

玛 1:12 你们却~渎我的名、说、耶和
 2:11 因为犹大人~渎耶和华所喜爱
太12:31 和~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
12:31 惟独~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可 3:28 和一切~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3:29 凡~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
路12:10 惟独~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徒26:11 强逼他们说~渎的话．又分外
罗 2:24 因你们受了~渎、正如经上所
提前 1:13 我从前是~渎　神的、逼迫人

 6: 1 　神的名和道理、被人~渎。
来10:29 又~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
雅 2: 7 他们不是~渎你们所敬奉的尊
启13: 1 冠冕、七头上有~渎的名号。
13: 5 又赐给他说夸大~渎话的口．
13: 6 兽就开口向　神说~渎的话、
13: 6 ~渎　神的名、并他的帐幕、
16: 9 就~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
16:11 就~渎天上的　神、并不悔改
16:21 子的灾极大、人就~渎　神。
17: 3 头十角、遍体有~渎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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