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罪惡 聖經(90次)

新約(17次)
福音書(3)
歷史書(3)
保羅書信(6)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3)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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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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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8)
歷史書(9)

預言書(2)

約書亞記(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4)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6)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73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13)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5)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13) 何西阿書(4) 約珥書(1)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4)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32)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2) 詩篇(5)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創 6: 5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很大、終
18:20 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甚重、聲
19:13 因為城內~的聲音、在耶和華
19:15 免得你因這城裏的~、同被剿
31:36 有甚麼~、你竟這樣火速的追
50:17 和~．如今求你饒恕你父親
出34: 7 和~．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34: 9 和~、以我們為你的產業。
書24:19 神、必不赦免你們的過犯~．
王上 2:44 和華必使你的~歸到自己的頭
代下28:13 加增我們的~過犯、因為我們
拉 9: 6 的罪孽滅頂、我們的~滔天。
 9: 7 我們的~甚重、因我們的罪孽
 9:15 我們在你面前有~、因此無人
10:10 子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
尼 4: 5 不要使他們的~從你面前塗抹
 9: 2 站著承認自己的~、和列祖的
伯10: 7 你知道我沒有~、並沒有能救
22: 5 你的~豈不是大麼．你的罪孽
詩32: 5 你就赦免我的~。〔細拉〕
39:11 你因人的~、懲罰他的時候、
45: 7 恨惡~．所以　神、就是你的
97:10 都當恨惡~．他保護聖民的性
107:34 鹼地．這都因其間居民的~。
箴 5:22 他必被自己的~如繩索纏繞。
14:34 邦國高舉．~是人民的羞辱。
20:30 鞭傷除淨人的~．責打能入人
24: 9 乃是~．褻慢者為人所憎惡。
賽 3: 9 他們述說自己的~、並不隱瞞
 5:18 的人、他們又像以套繩拉~。
 6: 7 孽便除掉、你的~就赦免了。
43:24 倒使我因你的~服勞、使我因
43:25 的過犯、我也不記念你的~。
44:22 我塗抹了你的~、如薄雲滅沒
58: 1 犯、向雅各家說明他們的~。
59: 2 你們的~使他掩面不聽你們。
59:12 ~作見證告我們．過犯與我們
耶 4:18 這是你~的結果．實在是苦、
 5:25 你們的~、使你們不能得福。
 7:12 察看我因這百姓以色列的~、
14:10 他們的罪孽、追討他們的~。
14:16 作我必使他們~的報應臨到他

14:20 我們承認自己的~、和我們列
16:18 和~、因為他們用可憎之屍、
18:23 也不要從你面前塗抹他們的~
30:14 ~眾多、曾用仇敵加的傷害、
30:15 ~眾多、曾將這些加在你身上
31:34 不再記念他們的~．這是耶和
36: 3 我好赦免他們的罪孽和~。
50:20 雖尋猶大的~、也無所見．因
哀 4:13 這都因他先知的~、和祭司的
 4:22 追討你的罪孽、顯露你的~。
結 3:19 他仍不轉離~、也不離開惡行
18:21 惡人若回頭離開所作的一切~
21:24 以致你們的~在行為上都彰顯
31:11 我因他的~、已經驅逐他。
33:10 我們的過犯~在我們身上、我
但 8:23 犯法的人~滿盈、必有一王興
 9:16 因我們的~和我們列祖的罪孽
 9:24 除淨~、贖盡罪孽、引進〔或
何 7: 1 和撒瑪利亞的~、就顯露出來
 8:13 追討他們的~、他們必歸回埃
 9: 9 他們的罪孽、追討他們的~。
13:12 蓮的罪孽包裹、他的~收藏。
珥 3:13 酒池盈溢．他們的~甚大。
摩 5:12 你們的~何等大．你們苦待義
彌 1: 5 以色列家的~．雅各的罪過在
 3: 8 過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
 6: 7 為心中的~獻我身所生的麼。
 6:13 痕甚重．使你因你的~荒涼。
亞 5: 8 這是~．他就把婦人扔在量器
13: 1 開一個泉源、洗除~與污穢。
瑪 1: 4 為~之境、稱他們的民、為耶
太 1:21 要將自己的百姓從~裏救出來
可 8:38 凡在這淫亂~的世代、把我和
約17:15 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
徒 3:26 叫你們各人回轉、離開~。
 8:22 你當懊悔你這~、祈求主．或
 8:23 你正在苦膽之中、被~捆綁。
羅 3: 9 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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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救我們脫離這~的世代．
弗 2: 1 你們死在過犯~之中、他叫你
帖前 2:16 常常充滿自己的~．　神的忿

多 2:14 要贖我們脫離一切~、又潔淨
來 1: 9 恨惡~．所以　神、就是你的
12: 4 你們與~相爭、還沒有抵擋到
雅 3: 6 舌頭是個~的世界、能污穢全
啟 1: 5 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
18: 5 因他的~滔天他的不義　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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