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惑 圣经(90次)

新约(61次)
福音书(26)
历史书(4)
保罗书信(16)

马太福音(11) 马可福音(6)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3)
使徒行传(4)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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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8) 希伯来书(1) 雅各书(3)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2)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7)

律法书(2)
历史书(7)

预言书(7)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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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2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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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0)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3) 诗篇(0)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0)

民25:18 用这诡计诱~了你们．这哥斯
申11:16 免得心中受迷~、就偏离正路
士 9:31 示剑、煽~城中的民攻击你。
王上11: 2 因为他们必诱~你们的心、去

11: 3 三百．这些妃嫔诱~他的心。
11: 4 他的妃嫔诱~他的心、去随从

代下21:11 的居民行邪淫、诱~犹大人。
32:11 这不是诱~你们、使你们受饥
32:15 要叫希西家这样欺哄诱~你们
伯12:16 被诱~的、与诱惑人的、都是
12:16 的、与诱~人的、都是属他。
31: 9 我若受迷~、向妇人起淫念、
箴16:29 强暴人诱~邻舍、领他走不善
26:21 好争竞的人煽~争端、就如余
28:10 诱~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
29: 8 亵慢人煽~通城．智慧人止息
赛19:13 都受了迷~．当埃及支派房角
66: 4 我也必拣选迷~他们的事、使
耶10:15 是迷~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
29: 8 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
51:18 是迷~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
结13:10 因为他们诱~我的百姓、说、
14: 9 先知若被迷~说一句预言、是
14: 9 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
但 5:12 解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
 5:16 能解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
鸿 3: 4 借淫行诱~列国、用邪术诱惑
 3: 4 用邪术诱~多族〔诱惑原文作
 3: 4 术诱惑多族〔诱~原文作卖〕
太13:22 钱财的迷~、把道挤住了、不
14:31 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呢。
21:21 不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
24: 4 要谨慎、免得有人迷~你们。
24: 5 是基督、并且要迷~许多人。
24:11 好些假先知起来、迷~多人。
24:24 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了。
26:41 免得入了迷~．你们心灵固然
27:63 我们记得那诱~人的、还活着
27:64 那后来的迷~、比先前的更利
28:17 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
可 4:19 钱财的迷~、和别样的私欲、
11:23 他若心里不疑~、只信他所说

13: 5 要谨慎、免得有人迷~你们。
13: 6 是基督．并且要迷~许多人。
13:22 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了。
14:38 免得入了迷~．你们心灵固然
路21: 8 不要受迷~．因为将来有好些
22:40 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
22:46 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
23: 2 我们见这人诱~国民、禁止纳
23: 5 他煽~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
23:14 说他是诱~百姓的．看哪、我
约 7:12 说、不然、他是迷~众人的。
 7:47 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么。
20:27 的肋旁．不要疑~、总要信。
徒10:20 不要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
11:12 不要疑~。〔或作不要分别等
15:24 ~乱你们的心．〔有古卷在此
19:26 引诱迷~许多人、说、人手所
罗 4:20 心里起疑~．反倒因信、心里
14: 1 纳、但不要辩论所疑~的事。
16:18 巧语、诱~那些老实人的心。

林前12: 2 随事被牵引受迷~、去服事那
林后 6: 8 似乎是诱~人的、却是诚实的

11: 3 就像蛇用诡诈诱~了夏娃一样
加 3: 1 们眼前、谁又迷~了你们呢。
弗 4:22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渐渐
西 2: 4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你们
帖前 3: 5 恐怕那诱~人的到底诱惑了你

 3: 5 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了你们
帖后 2: 3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因为那
提前 2: 8 争论或作疑~〕举起圣洁的手

 6: 9 就陷在迷~、落在网罗、和许
提后 3:13 和迷~人的、必越久越恶、他
多 3: 3 受迷~、服事各样私欲和宴乐
来 3:13 有人被罪迷~、心里就刚硬了
雅 1: 6 一点不疑~．因为那疑惑的人
 1: 6 因为那疑~的人、就像海中的
 1:14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的

彼后 3:17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就从
约壹 3: 7 不要被人诱~、行义的才是义
约贰 1: 7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人的出来

 1: 7 这就是那迷~人、敌基督的。
启12: 9 是迷~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

13:14 就迷~住在地上的人、说、要
18:23 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了。
19:20 迷~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
20: 3 使他不得再迷~列国、等到那
20: 8 出来要迷~地上四方的列国、
20:10 那迷~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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