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 圣经(125次)

新约(16次)
福音书(3)
历史书(5)
保罗书信(7)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5)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2)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计 jì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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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27)
历史书(27)

预言书(1)

约书亚记(2)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9)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7)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4) 利未记(6) 民数记(12) 申命记(3)
旧约(109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6)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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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诗歌智慧书(29) 约伯记(6) 诗篇(13) 箴言(9) 传道书(1) 雅歌(0)

创27:35 兄弟已经用诡~来将你的福分
41:49 无法~算、因为谷不可胜数。
出 1:10 来吧我们不如用巧~待他们、
12: 4 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算。
21:14 人若任意用诡~杀了他的邻舍
30:12 ~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
利15:13 就要为洁净自己~算七天、也
15:28 就要~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
23:16 共~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
25: 8 你要~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
25:50 他要和买主~算、从卖自己的
25:52 和买主~算、偿还他的赎价。
民 1: 2 人名的数目~算所有的男丁。
 1:49 在以色列人中~算他们的总数
 4: 3 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算。
23:10 谁能~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25:18 因为他们用诡~扰害你们、在
25:18 用这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
26: 2 外能出去打仗的、~算总数。
26: 4 中间从二十岁以外的~算总数
31:16 因巴兰的~谋、叫以色列人在
31:26 要~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
31:36 共~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31:49 已经~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
申16: 9 你要~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
16: 9 割禾稼时算起、共~七七日。
32:28 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谋、心中
书 9: 4 就设诡~。假充使者、拿旧口
12:24 是得撒王．共~三十一个王。

撒上23: 9 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就
撒下15:31 求你使亚希多弗的~谋、变为

15:34 可以为我破坏亚希多弗的~谋
17:11 依我之~、不如将以色列众人
17:14 亚基人户筛的~谋、比亚希多
17:14 比亚希多弗的~谋更好．这是
17:15 龙和以色列的长老所定的~谋
17:15 我所定的~谋、是如此如此。
17:21 亚希多弗如此如此定~害你．
17:23 亚希多弗见不依从他的~谋、

王下10:19 是用诡~、要杀尽拜巴力的人
18:20 有打仗的~谋和能力、我看不

代上 7: 5 按着家谱~算、共有八万七千

 7: 7 按着家谱~算、他们的子孙共
 7: 9 按着家谱~算、他们的子孙共
 7:40 按着家谱~算、他们的子孙能
 9: 1 以色列人都按家谱~算、写在
 9: 9 按着家谱~算、共有九百五十
 9:22 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算

代下22: 5 他听从亚哈家的~谋、同以色
31:18 又按家谱~算、分给他们会中
拉 7:22 特、盐不~其数、也要给他。
 8: 3 按家谱~算、男丁一百五十人
尼 4:15 见　神也破坏他们的~谋、就
 7: 5 要照家谱~算。我找着第一次
伯 5:12 破坏狡猾人的~谋、使他们所
 5:13 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
 5:13 使狡诈人的~谋速速灭亡。
10: 3 却光照恶人的~谋．这事你以
18: 7 自己的~谋、必将他绊倒。
21:27 们的意思、并诬害我的~谋。
诗 1: 1 不从恶人的~谋、不站罪人的
 5:10 愿他们因自己的~谋跌倒．愿
10: 2 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谋里
21:11 他们想出~谋、却不能作成。
31:20 免得遇见人的~谋．你必暗暗
38:12 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
41: 7 地议论我．他们设~要害我。
64: 5 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他们
71:15 和你的救恩．因我不~其数。
81:12 里刚硬、随自己的~谋而行。
105:25 百姓、并用诡~待他的仆人。
105:34 有蝗虫蚂蚱上来、不~其数、
140: 8 不要成就他们的~谋、恐怕他
箴 1:31 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谋。
 3:29 附近安居、你不可设~害他。
 6:18 图谋恶~的心、飞跑行恶的脚
12: 2 设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
12: 5 是公平．恶人的~谋是诡诈。
14:17 妄．设立诡~的、被人恨恶。
19:21 人心多有~谋．惟有耶和华的
20:18 ~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
24: 8 设~作恶的、必称为奸人。
传 7:29 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
赛25:11 和他手所行的诡~、一并败落

32: 7 他图谋恶~、用谎言毁灭谦卑
36: 5 有打仗的~谋和能力．我看不
耶 7:24 竟随从自己的~谋、和顽梗的
11:19 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谋害我、
18:12 我们要照自己的~谋去行．各
18:18 我们可以设~谋害耶利米、因
18:23 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谋、你
19: 7 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谋落空
48: 2 有人在希实本设~谋害他、说
49:30 伦王尼布甲尼撒设~谋害你们
哀 3:61 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
 3:62 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谋。
结38:10 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
44:26 司洁净之后、必再~算七日。
但 8:25 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心
11:17 这~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
11:24 又要设~攻打保障、然而这都
11:25 因为有人设~谋害南方王。
11:27 他们心怀恶~、同席说谎、计
11:27 ~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
何10: 6 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谋惭愧。
11: 6 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谋。
11:12 以色列家用诡~围绕我、犹大
弥 6:16 顺从他们的~谋．因此、我必
鸿 1:11 谋邪恶、设恶~攻击耶和华。
太26: 4 议、要用诡~拿住耶稣杀他．
可14: 1 法子怎么用诡~捉拿耶稣杀他
路14:28 不先坐下算~花费、能盖成不
徒 7:19 他用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
 9:24 但他们的~谋、被扫罗知道了
19:19 他们算~书价、便知道共合五
20: 3 犹太人设~要害他、他就定意
23:30 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谋告诉我

林前 3:19 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
13: 5 不轻易发怒．不~算人的恶．

林后 2:11 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
10: 5 将各样的~谋、各样拦阻人认
12:16 我是诡诈、用心~牢笼你们。
弗 4:14 中了人的诡~、和欺骗的法术
 6:11 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
启13:18 可以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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