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罪恶 圣经(90次)

新约(17次)
福音书(3)
历史书(3)
保罗书信(6)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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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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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8)
历史书(9)

预言书(2)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4)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6)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73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13)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5)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13) 何西阿书(4) 约珥书(1)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4)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32)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2) 诗篇(5)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创 6: 5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很大、终
18:20 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甚重、声
19:13 因为城内~的声音、在耶和华
19:15 免得你因这城里的~、同被剿
31:36 有什么~、你竟这样火速的追
50:17 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
出34: 7 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34: 9 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书24:19 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王上 2:44 和华必使你的~归到自己的头
代下28:13 加增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
拉 9: 6 的罪孽灭顶、我们的~滔天。
 9: 7 我们的~甚重、因我们的罪孽
 9:15 我们在你面前有~、因此无人
10:10 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
尼 4: 5 不要使他们的~从你面前涂抹
 9: 2 站着承认自己的~、和列祖的
伯10: 7 你知道我没有~、并没有能救
22: 5 你的~岂不是大么．你的罪孽
诗32: 5 你就赦免我的~。〔细拉〕
39:11 你因人的~、惩罚他的时候、
45: 7 恨恶~．所以　神、就是你的
97:10 都当恨恶~．他保护圣民的性
107:34 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
箴 5:22 他必被自己的~如绳索缠绕。
14:34 邦国高举．~是人民的羞辱。
20:30 鞭伤除净人的~．责打能入人
24: 9 乃是~．亵慢者为人所憎恶。
赛 3: 9 他们述说自己的~、并不隐瞒
 5:18 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
 6: 7 孽便除掉、你的~就赦免了。
43:24 倒使我因你的~服劳、使我因
43:25 的过犯、我也不记念你的~。
44:22 我涂抹了你的~、如薄云灭没
58: 1 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
59: 2 你们的~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59:12 ~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
耶 4:18 这是你~的结果．实在是苦、
 5:25 你们的~、使你们不能得福。
 7:12 察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
14:10 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
14:16 作我必使他们~的报应临到他

14:20 我们承认自己的~、和我们列
16:18 和~、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尸、
18:23 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
30:14 ~众多、曾用仇敌加的伤害、
30:15 ~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
31:34 不再记念他们的~．这是耶和
36: 3 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
50:20 虽寻犹大的~、也无所见．因
哀 4:13 这都因他先知的~、和祭司的
 4:22 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
结 3:19 他仍不转离~、也不离开恶行
18:21 恶人若回头离开所作的一切~
21:24 以致你们的~在行为上都彰显
31:11 我因他的~、已经驱逐他。
33:10 我们的过犯~在我们身上、我
但 8:23 犯法的人~满盈、必有一王兴
 9:16 因我们的~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9:24 除净~、赎尽罪孽、引进〔或
何 7: 1 和撒玛利亚的~、就显露出来
 8:13 追讨他们的~、他们必归回埃
 9: 9 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
13:12 莲的罪孽包裹、他的~收藏。
珥 3:13 酒池盈溢．他们的~甚大。
摩 5:12 你们的~何等大．你们苦待义
弥 1: 5 以色列家的~．雅各的罪过在
 3: 8 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
 6: 7 为心中的~献我身所生的么。
 6:13 痕甚重．使你因你的~荒凉。
亚 5: 8 这是~．他就把妇人扔在量器
13: 1 开一个泉源、洗除~与污秽。
玛 1: 4 为~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
太 1:21 要将自己的百姓从~里救出来
可 8:38 凡在这淫乱~的世代、把我和
约17:15 脱离那恶者。〔或作脱离~〕
徒 3:26 叫你们各人回转、离开~。
 8:22 你当懊悔你这~、祈求主．或
 8:23 你正在苦胆之中、被~捆绑。
罗 3: 9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之下
11:26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
加 1: 4 要救我们脱离这~的世代．
弗 2: 1 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
帖前 2:16 常常充满自己的~．　神的忿

多 2:14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又洁净
来 1: 9 恨恶~．所以　神、就是你的
12: 4 你们与~相争、还没有抵挡到
雅 3: 6 舌头是个~的世界、能污秽全
启 1: 5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
18: 5 因他的~滔天他的不义　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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