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惑 聖經(90次)

新約(61次)
福音書(26)
歷史書(4)
保羅書信(16)

馬太福音(11) 馬可福音(6)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3)
使徒行傳(4)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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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8) 希伯來書(1) 雅各書(3)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2)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7)

律法書(2)
歷史書(7)

預言書(7)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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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2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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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0)
詩歌智慧書(7) 約伯記(3) 詩篇(0)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0)

民25:18 用這詭計誘~了你們．這哥斯
申11:16 免得心中受迷~、就偏離正路
士 9:31 示劍、煽~城中的民攻擊你。
王上11: 2 因為他們必誘~你們的心、去

11: 3 三百．這些妃嬪誘~他的心。
11: 4 他的妃嬪誘~他的心、去隨從

代下21:11 的居民行邪淫、誘~猶大人。
32:11 這不是誘~你們、使你們受饑
32:15 要叫希西家這樣欺哄誘~你們
伯12:16 被誘~的、與誘惑人的、都是
12:16 的、與誘~人的、都是屬他。
31: 9 我若受迷~、向婦人起淫念、
箴16:29 強暴人誘~鄰舍、領他走不善
26:21 好爭競的人煽~爭端、就如餘
28:10 誘~正直人行惡道的、必掉在
29: 8 褻慢人煽~通城．智慧人止息
賽19:13 都受了迷~．當埃及支派房角
66: 4 我也必揀選迷~他們的事、使
耶10:15 是迷~人的工作．到追討的時
29: 8 你們中間的先知和占卜的誘~
51:18 是迷~人的工作．到追討的時
結13:10 因為他們誘~我的百姓、說、
14: 9 先知若被迷~說一句預言、是
14: 9 是我耶和華任那先知受迷~、
但 5:12 解疑~、這人名叫但以理、尼
 5:16 能解疑~．現在你若能讀這文
鴻 3: 4 藉淫行誘~列國、用邪術誘惑
 3: 4 用邪術誘~多族〔誘惑原文作
 3: 4 術誘惑多族〔誘~原文作賣〕
太13:22 錢財的迷~、把道擠住了、不
14:31 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呢。
21:21 不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上
24: 4 要謹慎、免得有人迷~你們。
24: 5 是基督、並且要迷~許多人。
24:11 好些假先知起來、迷~多人。
24:24 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了。
26:41 免得入了迷~．你們心靈固然
27:63 我們記得那誘~人的、還活著
27:64 那後來的迷~、比先前的更利
28:17 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
可 4:19 錢財的迷~、和別樣的私慾、
11:23 他若心裏不疑~、只信他所說

13: 5 要謹慎、免得有人迷~你們。
13: 6 是基督．並且要迷~許多人。
13:22 倘若能行、就把選民迷~了。
14:38 免得入了迷~．你們心靈固然
路21: 8 不要受迷~．因為將來有好些
22:40 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
22:46 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
23: 2 我們見這人誘~國民、禁止納
23: 5 他煽~百姓、在猶太遍地傳道
23:14 說他是誘~百姓的．看哪、我
約 7:12 說、不然、他是迷~眾人的。
 7:47 賽人說、你們也受了迷~麼。
20:27 的肋旁．不要疑~、總要信。
徒10:20 不要疑~．因為是我差他們來
11:12 不要疑~。〔或作不要分別等
15:24 ~亂你們的心．〔有古卷在此
19:26 引誘迷~許多人、說、人手所
羅 4:20 心裏起疑~．反倒因信、心裏
14: 1 納、但不要辯論所疑~的事。
16:18 巧語、誘~那些老實人的心。

林前12: 2 隨事被牽引受迷~、去服事那
林後 6: 8 似乎是誘~人的、卻是誠實的

11: 3 就像蛇用詭詐誘~了夏娃一樣
加 3: 1 們眼前、誰又迷~了你們呢。
弗 4:22 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漸漸
西 2: 4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你們
帖前 3: 5 恐怕那誘~人的到底誘惑了你

 3: 5 怕那誘惑人的到底誘~了你們
帖後 2: 3 你們總不要被他誘~．因為那
提前 2: 8 爭論或作疑~〕舉起聖潔的手

 6: 9 就陷在迷~、落在網羅、和許
提後 3:13 和迷~人的、必越久越惡、他
多 3: 3 受迷~、服事各樣私慾和宴樂
來 3:13 有人被罪迷~、心裏就剛硬了
雅 1: 6 一點不疑~．因為那疑惑的人
 1: 6 因為那疑~的人、就像海中的
 1:14 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的

彼後 3:17 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就從
約壹 3: 7 不要被人誘~、行義的才是義
約貳 1: 7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人的出來

 1: 7 這就是那迷~人、敵基督的。
啟12: 9 是迷~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

13:14 就迷~住在地上的人、說、要
18:23 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了。
19:20 迷~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
20: 3 使他不得再迷~列國、等到那
20: 8 出來要迷~地上四方的列國、
20:10 那迷~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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