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翅 圣经(103次)

新约(7次)
福音书(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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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翅 c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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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15)
历史书(23)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10) 列王记下(0)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1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3) 利未记(8) 民数记(0) 申命记(4)
旧约(96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2) 但以理书(3)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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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37)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3) 诗篇(11)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出19: 4 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膀上
25:20 二基路伯要高张~膀、遮掩施
37: 9 二基路伯高张~膀、遮掩施恩
利 1:17 要拿着鸟的两个~膀、把鸟撕
11: 9 里、有~有鳞的、都可以吃。
11:10 无~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
11:11 这些无~无鳞以为可憎的、你
11:12 凡水里无~无鳞的、你们都当
11:20 凡有~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
11:21 只是有~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
11:23 但是有~膀有四足的爬物、你
申14: 9 凡有~有鳞的、都可以吃、
14:10 凡无~无鳞的、都不可吃、是
14:19 凡有~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
32:11 在雏鹰以上两~搧展、接取雏
得 2:12 靠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膀下
撒下22:11 伯飞行、在风的~膀上显现。
王上 6:24 这一个基路伯有两个~膀、各

 6:24 从这~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
 6:24 从这翅膀尖到那~膀尖、共有
 6:25 个基路伯的两个~膀也是十肘
 6:27 基路伯的~膀是张开的、这基
 6:27 基路伯的一个~膀挨着这边的
 6:27 基路伯的一个~膀挨着那边的
 6:27 里边的两个~膀、在殿中间彼
 8: 6 放在两个基路伯的~膀底下。
 8: 7 基路伯张着~膀、在约柜之上

代上28:18 基路伯张开~膀、遮掩耶和华
代下 3:11 两个基路伯的~膀共长二十肘

 3:11 这基路伯的一个~膀长五肘、
 3:11 那一个~膀也长五肘、与那基
 3:11 五肘、与那基路伯~膀相接．
 3:12 那基路伯的一个~膀长五肘、
 3:12 那一个~膀也长五肘、与这基
 3:12 肘、与这基路伯的~膀相接．
 3:13 两个基路伯张开~膀、共长二
 5: 7 放在两个基路伯的~膀底下．
 5: 8 基路伯张着~膀在约柜之上、
伯39:13 鸵鸟的~膀欢然搧展、岂是显
39:18 他几时挺身展开~膀、就嗤笑
39:26 展开~膀、一直向南、岂是借
诗17: 8 将我隐藏在你~膀的荫下、

18:10 飞行．他借着风的~膀快飞。
36: 7 世人投靠在你~膀的荫下。
55: 6 但愿我有~膀像鸽子、我就飞
57: 1 我要投靠在你~膀的荫下、等
61: 4 我要投靠在你~膀下的隐密处
63: 7 我就在你~膀的荫下欢呼。
68:13 好像鸽子的~膀镀白银、翎毛
91: 4 你要投靠在他的~膀底下．他
104: 3 为车辇、借着风的~膀而行．
139: 9 我若展开清晨的~膀、飞到海
箴23: 5 因钱财必长~膀、如鹰向天飞
传10:20 有~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赛 6: 2 各有六个~膀．用两个翅膀遮
 6: 2 用两个~膀遮脸、两个翅膀遮
 6: 2 两个~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6: 2 个翅膀遮脚、两个~膀飞翔．
 8: 8 他展开~膀、遍满你的地。
10:14 没有动~膀的、没有张嘴的、
18: 1 古实河外~膀刷刷响声之地、
31: 5 雀鸟怎样搧~覆雏、万军之耶
40:31 他们必如鹰展~上腾、他们奔
耶48: 9 要将~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
48:40 飞起、展开~膀、攻击摩押。
49:22 展开~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
结 1: 6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膀。
 1: 8 在四面的~膀以下有人的手．
 1: 8 这四个活物的脸和~膀、乃是
 1: 9 ~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
 1:11 各展开上边的两个~膀相接、
 1:11 各以下边的两个~膀遮体。
 1:23 活物的~膀直张、彼此相对．
 1:23 对．每活物有两个~膀遮体。
 1:24 我听见~膀的响声、像大水的
 1:24 站住的时候、便将~膀垂下。
 1:25 站住的时候、便将~膀垂下。
 3:13 我又听见那活物~膀相碰、与
10: 5 基路伯~膀的响声听到外院、
10: 8 在基路伯~膀之下、显出有人
10:12 连背带手和~膀、并轮周围、
10:16 基路伯展开~膀、离地上升、
10:19 就展开~膀、在我眼前离地上
10:21 四个~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

10:21 膀、~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
11:22 于是基路伯展开~膀、轮子都
17: 3 ~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
17: 7 ~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
但 7: 4 有鹰的~膀、我正观看的时候
 7: 4 兽的~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
 7: 6 背上有鸟的四个~膀、这兽有
何 4:19 风把他们裹在~膀里．他们因
亚 5: 9 在他们~膀中有风、飞得甚快
 5: 9 ~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
 5: 9 翅膀如同鹳鸟的~膀。他们将
玛 4: 2 光线原文作~膀〕你们必出来
太 4: 5 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
23:37 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膀底下
路 4: 9 顶原文作~〕对他说、你若是
13:34 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膀底下
启 4: 8 四活物各有六个~膀、遍体内
 9: 9 他们~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
12:14 是有大鹰的两个~膀赐给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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