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 聖經(125次)

新約(16次)
福音書(3)
歷史書(5)
保羅書信(7)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5)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2)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0)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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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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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27)
歷史書(27)

預言書(1)

約書亞記(2)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9)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7)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4) 利未記(6) 民數記(12) 申命記(3)
舊約(109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6)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3)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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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詩歌智慧書(29) 約伯記(6) 詩篇(13) 箴言(9) 傳道書(1) 雅歌(0)

創27:35 兄弟已經用詭~來將你的福分
41:49 無法~算、因為穀不可勝數。
出 1:10 來吧我們不如用巧~待他們、
12: 4 羔、要按著人數和飯量~算。
21:14 人若任意用詭~殺了他的鄰舍
30:12 ~算總數、你數的時候、他們
利15:13 就要為潔淨自己~算七天、也
15:28 就要~算七天、然後才為潔淨
23:16 共~五十天、又要將新素祭獻
25: 8 你要~算七個安息年、就是七
25:50 他要和買主~算、從賣自己的
25:52 和買主~算、償還他的贖價。
民 1: 2 人名的數目~算所有的男丁。
 1:49 在以色列人中~算他們的總數
 4: 3 在會幕裏辦事的、全都~算。
23:10 誰能~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25:18 因為他們用詭~擾害你們、在
25:18 用這詭~誘惑了你們．這哥斯
26: 2 外能出去打仗的、~算總數。
26: 4 中間從二十歲以外的~算總數
31:16 因巴蘭的~謀、叫以色列人在
31:26 要~算所擄來的人口和牲畜的
31:36 共~羊三十三萬七千五百隻。
31:49 已經~算總數、並不短少一人
申16: 9 你要~算七七日、從你開鐮收
16: 9 割禾稼時算起、共~七七日。
32:28 因為以色列民毫無~謀、心中
書 9: 4 就設詭~。假充使者、拿舊口
12:24 是得撒王．共~三十一個王。

撒上23: 9 大衛知道掃羅設~謀害他、就
撒下15:31 求你使亞希多弗的~謀、變為

15:34 可以為我破壞亞希多弗的~謀
17:11 依我之~、不如將以色列眾人
17:14 亞基人戶篩的~謀、比亞希多
17:14 比亞希多弗的~謀更好．這是
17:15 龍和以色列的長老所定的~謀
17:15 我所定的~謀、是如此如此。
17:21 亞希多弗如此如此定~害你．
17:23 亞希多弗見不依從他的~謀、

王下10:19 是用詭~、要殺盡拜巴力的人
18:20 有打仗的~謀和能力、我看不

代上 7: 5 按著家譜~算、共有八萬七千

 7: 7 按著家譜~算、他們的子孫共
 7: 9 按著家譜~算、他們的子孫共
 7:40 按著家譜~算、他們的子孫能
 9: 1 以色列人都按家譜~算、寫在
 9: 9 按著家譜~算、共有九百五十
 9:22 們在自己的村莊按著家譜~算

代下22: 5 他聽從亞哈家的~謀、同以色
31:18 又按家譜~算、分給他們會中
拉 7:22 特、鹽不~其數、也要給他。
 8: 3 按家譜~算、男丁一百五十人
尼 4:15 見　神也破壞他們的~謀、就
 7: 5 要照家譜~算。我找著第一次
伯 5:12 破壞狡猾人的~謀、使他們所
 5:13 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
 5:13 使狡詐人的~謀速速滅亡。
10: 3 卻光照惡人的~謀．這事你以
18: 7 自己的~謀、必將他絆倒。
21:27 們的意思、並誣害我的~謀。
詩 1: 1 不從惡人的~謀、不站罪人的
 5:10 願他們因自己的~謀跌倒．願
10: 2 願他們陷在自己所設的~謀裏
21:11 他們想出~謀、卻不能作成。
31:20 免得遇見人的~謀．你必暗暗
38:12 口出惡言、終日思想詭~。
41: 7 地議論我．他們設~要害我。
64: 5 他們彼此勉勵設下惡~．他們
71:15 和你的救恩．因我不~其數。
81:12 裏剛硬、隨自己的~謀而行。
105:25 百姓、並用詭~待他的僕人。
105:34 有蝗蟲螞蚱上來、不~其數、
140: 8 不要成就他們的~謀、恐怕他
箴 1:31 結的果子、充滿自設的~謀。
 3:29 附近安居、你不可設~害他。
 6:18 圖謀惡~的心、飛跑行惡的腳
12: 2 設詭~的人、耶和華必定他的
12: 5 是公平．惡人的~謀是詭詐。
14:17 妄．設立詭~的、被人恨惡。
19:21 人心多有~謀．惟有耶和華的
20:18 ~謀都憑籌算立定．打仗要憑
24: 8 設~作惡的、必稱為奸人。
傳 7:29 正直、但他們尋出許多巧~。
賽25:11 和他手所行的詭~、一併敗落

32: 7 他圖謀惡~、用謊言毀滅謙卑
36: 5 有打仗的~謀和能力．我看不
耶 7:24 竟隨從自己的~謀、和頑梗的
11:19 我並不知道他們設~謀害我、
18:12 我們要照自己的~謀去行．各
18:18 我們可以設~謀害耶利米、因
18:23 他們要殺我的那一切~謀、你
19: 7 使猶大和耶路撒冷的~謀落空
48: 2 有人在希實本設~謀害他、說
49:30 倫王尼布甲尼撒設~謀害你們
哀 3:61 話、知道他們向我所設的~、
 3:62 以及終日向我所設的~謀。
結38:10 時你心必起意念、圖謀惡~、
44:26 司潔淨之後、必再~算七日。
但 8:25 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心
11:17 這~卻不得成就、與自己毫無
11:24 又要設~攻打保障、然而這都
11:25 因為有人設~謀害南方王。
11:27 他們心懷惡~、同席說謊、計
11:27 ~謀卻不成就、因為到了定期
何10: 6 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謀慚愧。
11: 6 都因他們隨從自己的~謀。
11:12 以色列家用詭~圍繞我、猶大
彌 6:16 順從他們的~謀．因此、我必
鴻 1:11 謀邪惡、設惡~攻擊耶和華。
太26: 4 議、要用詭~拿住耶穌殺他．
可14: 1 法子怎麼用詭~捉拿耶穌殺他
路14:28 不先坐下算~花費、能蓋成不
徒 7:19 他用詭~待我們的宗族、苦害
 9:24 但他們的~謀、被掃羅知道了
19:19 他們算~書價、便知道共合五
20: 3 猶太人設~要害他、他就定意
23:30 來有人把要害他的~謀告訴我

林前 3:19 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
13: 5 不輕易發怒．不~算人的惡．

林後 2:11 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
10: 5 將各樣的~謀、各樣攔阻人認
12:16 我是詭詐、用心~牢籠你們。
弗 4:14 中了人的詭~、和欺騙的法術
 6:11 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
啟13:18 可以算~獸的數目．因為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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