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褻 聖經(105次)

新約(19次)
福音書(5)
歷史書(1)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褻 xiè

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0)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8)

律法書(15)
歷史書(3)

預言書(8)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3) 民數記(2) 申命記(0)
舊約(86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5)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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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2)

大先知書(41)
詩歌智慧書(22) 約伯記(0) 詩篇(5) 箴言(17) 傳道書(0) 雅歌(0)

利18:21 也不可~瀆你　神的名．我是
19: 8 因為他~瀆了耶和華的聖物、
19:12 ~瀆你　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20: 3 污我的聖所、~瀆我的聖名。
21: 6 不可~瀆　神的名、因為耶和
21:12 也不可~瀆　神的聖所、因為
21:23 免得~瀆我的聖所、我是叫他
22: 2 免得~瀆我的聖名．我是耶和
22:15 祭司不可~瀆以色列人所獻給
22:32 你們不可~瀆我的聖名．我在
24:11 以色列婦人的兒子~瀆了聖名
24:16 那~瀆耶和華名的、必被治死
24:16 他~瀆耶和華名的時候、必被
民15:30 他~瀆了耶和華、必從民中剪
18:32 你們不可~瀆以色列人的聖物

撒下12:14 耶和華的仇敵大得~瀆的機會
王下19: 6 聽見亞述王的僕人~瀆我的話

19:22 ~瀆誰、揚起聲來、高舉眼目
詩 1: 1 的道路、不坐~慢人的座位、
73: 9 他們的口~瀆上天．他們的舌
74: 7 ~瀆你名的居所、拆毀到地。
74:10 仇敵~瀆你的名、要到永遠麼
74:18 愚頑民~瀆了你的名、求你記
箴 1:22 ~慢人喜歡褻慢、愚頑人恨惡
 1:22 褻慢人喜歡~慢、愚頑人恨惡
 9: 7 指斥~慢人的、必受辱罵．責
 9: 8 不要責備~慢人、恐怕他恨你
 9:12 你若~慢、就必獨自擔當。
13: 1 親的教訓．~慢人不聽責備。
14: 6 ~慢人尋智慧、卻尋不著．聰
15:12 ~慢人不愛受責備．他也不就
19:25 鞭打~慢人、愚蒙人必長見識
19:29 刑罰是為~慢人預備的．鞭打
20: 1 酒能使人~慢、濃酒使人喧嚷
21:11 ~慢的人受刑罰、愚蒙的人就
21:24 名叫~慢．他行事狂妄、都出
22:10 趕出~慢人、爭端就消除、分
24: 9 是罪惡．~慢者為人所憎惡。
29: 8 ~慢人煽惑通城．智慧人止息
30: 9 偷竊、以致~瀆我　神的名。
賽 9:17 因為各人是~瀆的、是行惡的
10: 6 我要打發他攻擊~瀆的國民、

28:14 所以你們這些~慢的人、就是
28:22 現在你們不可~慢、恐怕捆你
29:20 ~慢人已經滅絕．一切找機會
32: 6 慣行~瀆的事、說錯謬的話、
37: 6 聽見亞述王的僕人~瀆我的話
37:23 ~瀆誰、揚起聲來、高舉眼目
47: 6 使我的產業被~瀆、將他們交
48:11 我焉能使我的名被~瀆、我必
52: 5 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瀆
65: 6 在岡上~瀆我的罪孽、一同報
耶23:11 都是~瀆的、就是在我殿中我
23:15 因為~瀆的事出於耶路撒冷的
34:16 ~瀆我的名、各人叫所任去隨
結 7:21 為擄物、他們也必~瀆這殿。
 7:22 他們~瀆我隱密之所、強盜也
 7:22 密之所、強盜也必進去~瀆。
 7:24 息、他們的聖所都要被~瀆。
13:19 在我民中~瀆我、對肯聽謊言
20: 9 他們所住的列國人眼前被~瀆
20:14 們出埃及的列國人眼前被~瀆
20:22 們出埃及的列國人眼前被~瀆
20:27 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瀆我
20:39 們的供物和偶像~瀆我的聖名
22:16 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瀆
22:26 ~瀆我的聖物、不分別聖的和
22:26 日．我也在他們中間被~慢。
23:39 將聖所~瀆了、他們在我殿中
24:21 心中所愛惜的被~瀆、並且你
25: 3 我的聖所被~瀆、以色列地變
28: 7 得來的美物、~瀆你的榮光。
28:16 所以我因你~瀆聖地、就從
28:18 就~瀆你那裏的聖所．故此、
36:20 就使我的聖名被~瀆．因為人
36:21 列家在所到的列國中所~瀆的
36:22 是在你們到的列國中所~瀆的
36:23 這名在列國中已被~瀆、就是
36:23 就是你們在他們中間所~瀆的
39: 7 也不容我的聖名再被~瀆．列
但11:31 這兵必~瀆聖地、就是保障、
何 7: 5 烈性成病．王與~慢人拉手。
摩 2: 7 個女子行淫、~瀆我的聖名．
番 3: 4 他的祭司~瀆聖所、強解律法

瑪 1:12 你們卻~瀆我的名、說、耶和
 2:11 因為猶大人~瀆耶和華所喜愛
太12:31 和~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
12:31 惟獨~瀆聖靈、總不得赦免。
可 3:28 和一切~瀆的話、都可得赦免
 3:29 凡~瀆聖靈的、卻永不得赦免
路12:10 惟獨~瀆聖靈的、總不得赦免
徒26:11 強逼他們說~瀆的話．又分外
羅 2:24 因你們受了~瀆、正如經上所
提前 1:13 我從前是~瀆　神的、逼迫人

 6: 1 　神的名和道理、被人~瀆。
來10:29 又~慢施恩的聖靈、你們想、
雅 2: 7 他們不是~瀆你們所敬奉的尊
啟13: 1 冠冕、七頭上有~瀆的名號。
13: 5 又賜給他說誇大~瀆話的口．
13: 6 獸就開口向　神說~瀆的話、
13: 6 ~瀆　神的名、並他的帳幕、
16: 9 就~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
16:11 就~瀆天上的　神、並不悔改
16:21 子的災極大、人就~瀆　神。
17: 3 頭十角、遍體有~瀆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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