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术 圣经(82次)

新约(14次)
福音书(0)
历史书(7)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7)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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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术 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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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书(24)
历史书(13)

预言书(4)

约书亚记(1)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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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埃及记(12) 利未记(4) 民数记(2) 申命记(4)
旧约(68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7)
小先知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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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4)
诗歌智慧书(3)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2) 雅歌(0)

创41: 8 召了埃及所有的~士和博士来
41:24 我将这梦告诉了~士、却没有
出 7:11 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士来、
 7:11 他们是埃及行法~的、也用邪
 7:11 法术的、也用邪~照样而行。
 7:22 埃及行法~的、也用邪术照样
 7:22 也用邪~照样而行．法老心里
 8: 7 行法~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
 8: 7 术的也用他们的邪~照样而行
 8:18 行法~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
 8:18 法术的也用邪~要生出虱子来
 8:19 行法~的就对法老说、这是
 9:11 行法~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
22:18 行邪~的女人、不可容他存活
利19:26 不可用法~、也不可观兆。
19:31 和行巫~的．不可求问他们、
20: 6 和行巫~的、随他们行邪淫、
20:27 或行巫~的、总要治死他们、
民23:23 断没有法~可以害雅各、也没
24: 1 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却面
申18:10 兆的、用法~的、行邪术的、
18:10 兆的、用法术的、行邪~的、
18:11 用迷~的、交鬼的、行巫术的
18:11 交鬼的、行巫~的、过阴的。
书13:22 用刀杀了比珥的儿子~士巴兰
撒上15:23 与行邪~的罪相等．顽梗的罪

28: 3 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的人
28: 8 求你用交鬼的法~、将我所告
28: 9 和行巫~的．你为何陷害我的

王下 9:22 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这样多
17:17 行法~、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
21: 6 用法~、立交鬼的、和行巫术
21: 6 和行巫~的、多行耶和华眼中
23:24 行巫~的、与家中的神像、和

代下33: 6 用法~、行邪术、立交鬼的、
33: 6 行邪~、立交鬼的、和行巫术
33: 6 和行巫~的、多行耶和华眼中
诗58: 5 不听行法~的声音．虽用极灵
传10:11 未行法~以先、蛇若咬人、后
10:11 若咬人、后行法~也是无益。
赛 3: 3 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的。
 8:19 和行巫~的、就是声音绵蛮、

19: 3 念咒的、交鬼的、行巫~的。
47: 9 正在你多行邪~、广施符咒的
47:12 和你许多的邪~、或者可得益
耶 8:17 是不服法~的、必咬你们．这
27: 9 以及行邪~的、他们告诉你们
但 1:20 比通国的~士、和用法术的、
 1:20 士、和用法~的、胜过十倍。
 2: 2 王吩咐人将~士、用法术的、
 2: 2 用法~的、行邪术的、和迦勒
 2: 2 行邪~的、和迦勒底人召来、
 2:10 向~士、或用法术的、或迦勒
 2:10 或用法~的、或迦勒底人、问
 2:27 用法~的、术士、观兆的、都
 2:27 ~士、观兆的、都不能告诉王
 4: 7 于是那些~士、用法术的、迦
 4: 7 用法~的、迦勒底人、观兆的
 4: 9 ~士的领袖伯提沙撒阿、因我
 5: 7 大声吩咐将用法~的、和迦勒
 5:11 立他为~士、用法术的、和迦
 5:11 用法~的、和迦勒底人、并观
 5:15 现在哲士和用法~的、都领到
 8:25 他用权~成就手中的诡计、心
弥 5:12 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你那
鸿 3: 4 惯行邪~、借淫行诱惑列国、
 3: 4 用邪~诱惑多族〔诱惑原文作
玛 3: 5 警戒行邪~的、犯奸淫的、起
徒 8: 9 向来在那城里行邪~、妄自尊
 8:11 因他久用邪~、使他们惊奇。
13: 6 遇见一个有法~假充先知的犹
13: 8 只是那行法~的以吕马、（这
13: 8 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的意思
16:16 用法~、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利
19:19 平素行邪~的、也有许多人把
加 5:20 邪~、仇恨、争竞、忌恨、恼
弗 4:14 和欺骗的法~、被一切异教之
提前 6: 5 并那坏了心~、失丧真理之人
启 9:21 杀、邪~、奸淫、偷窃的事。
18:23 万国也被你的邪~迷惑了。
21: 8 行邪~的、拜偶像的、和一切
22:15 行邪~的、淫乱的、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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