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翅膀 聖經(92次)

新約(5次)
福音書(2)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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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書(8)
歷史書(23)

預言書(3)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0) 列王記下(0)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1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3) 利未記(4)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87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2)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5)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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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3)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35)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3) 詩篇(11)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出19: 4 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上
25:20 二基路伯要高張~、遮掩施恩
37: 9 二基路伯高張~、遮掩施恩座
利 1:17 要拿著鳥的兩個~、把鳥撕開
11:20 凡有~用四足爬行的物、你們
11:21 只是有~用四足爬行的物中、
11:23 但是有~有四足的爬物、你們
申14:19 凡有~爬行的物、是與你們不
得 2:12 投靠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下
撒下22:11 路伯飛行、在風的~上顯現。
王上 6:24 這一個基路伯有兩個~、各長

 6:24 從這~尖到那翅膀尖、共有十
 6:24 從這翅膀尖到那~尖、共有十
 6:25 一個基路伯的兩個~也是十肘
 6:27 基路伯的~是張開的、這基路
 6:27 基路伯的一個~挨著這邊的牆
 6:27 基路伯的一個~挨著那邊的牆
 6:27 裏邊的兩個~、在殿中間彼此
 8: 6 放在兩個基路伯的~底下。
 8: 7 基路伯張著~、在約櫃之上、

代上28:18 基路伯張開~、遮掩耶和華的
代下 3:11 兩個基路伯的~共長二十肘．

 3:11 這基路伯的一個~長五肘、挨
 3:11 那一個~也長五肘、與那基路
 3:11 長五肘、與那基路伯~相接．
 3:12 那基路伯的一個~長五肘、挨
 3:12 那一個~也長五肘、與這基路
 3:12 五肘、與這基路伯的~相接．
 3:13 兩個基路伯張開~、共長二十
 5: 7 放在兩個基路伯的~底下．
 5: 8 基路伯張著~在約櫃之上、遮
伯39:13 鴕鳥的~歡然搧展、豈是顯慈
39:18 他幾時挺身展開~、就嗤笑馬
39:26 展開~、一直向南、豈是藉你
詩17: 8 人．將我隱藏在你~的蔭下、
18:10 伯飛行．他藉著風的~快飛。
36: 7 貴．世人投靠在你~的蔭下。
55: 6 但願我有~像鴿子、我就飛去
57: 1 我要投靠在你~的蔭下、等到
61: 4 我要投靠在你~下的隱密處。
63: 7 我、我就在你~的蔭下歡呼。
68:13 好像鴿子的~鍍白銀、翎毛鍍

91: 4 你要投靠在他的~底下．他的
104: 3 彩為車輦、藉著風的~而行．
139: 9 我若展開清晨的~、飛到海極
箴23: 5 因錢財必長~、如鷹向天飛去
傳10:20 音．有~的、也必述說這事。
賽 6: 2 各有六個~．用兩個翅膀遮臉
 6: 2 用兩個~遮臉、兩個翅膀遮腳
 6: 2 兩個~遮腳、兩個翅膀飛翔．
 6: 2 兩個翅膀遮腳、兩個~飛翔．
 8: 8 阿、他展開~、遍滿你的地。
10:14 沒有動~的、沒有張嘴的、也
18: 1 古實河外~刷刷響聲之地、
耶48: 9 要將~給摩押、使他可以飛去
48:40 鷹飛起、展開~、攻擊摩押。
49:22 展開~攻擊波斯拉．到那日、
結 1: 6 各有四個臉面、四個~。
 1: 8 在四面的~以下有人的手．這
 1: 8 這四個活物的臉和~、乃是這
 1: 9 ~彼此相接、行走並不轉身、
 1:11 各展開上邊的兩個~相接、各
 1:11 接、各以下邊的兩個~遮體。
 1:23 活物的~直張、彼此相對．每
 1:23 相對．每活物有兩個~遮體。
 1:24 我聽見~的響聲、像大水的聲
 1:24 物站住的時候、便將~垂下。
 1:25 們站住的時候、便將~垂下。
 3:13 我又聽見那活物~相碰、與活
10: 5 基路伯~的響聲聽到外院、好
10: 8 在基路伯~之下、顯出有人手
10:12 連背帶手和~、並輪周圍、都
10:16 基路伯展開~、離地上升、輪
10:19 就展開~、在我眼前離地上升
10:21 四個~、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樣
10:21 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樣式。
11:22 於是基路伯展開~、輪子都在
17: 3 ~大、翎毛長、羽毛豐滿、彩
17: 7 ~大、羽毛多、這葡萄樹從栽
但 7: 4 有鷹的~、我正觀看的時候、
 7: 4 獸的~被拔去、獸從地上得立
 7: 6 背上有鳥的四個~、這獸有四
何 4:19 風把他們裹在~裏．他們因所
亞 5: 9 在他們~中有風、飛得甚快、

 5: 9 ~如同鸛鳥的翅膀。他們將量
 5: 9 翅膀如同鸛鳥的~。他們將量
瑪 4: 2 光線原文作~〕你們必出來跳
太23:37 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底下
路13:34 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底下
啟 4: 8 四活物各有六個~、遍體內外
 9: 9 他們~的聲音、好像許多車馬
12: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賜給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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