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虫 圣经(92次)

新约(16次)
福音书(7)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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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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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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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历史书(6)

预言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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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2) 出埃及记(9) 利未记(2)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76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7) 何西阿书(2) 约珥书(7)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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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9) 诗篇(6)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 1:24 昆~、野兽、各从其类．事就
 1:25 地上一切昆~、各从其类．
 1:26 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
 6: 7 并昆~、以及空中的飞鸟、都
 6:20 地上的昆~各从其类、每样两
 7: 8 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
 7:14 爬在地上的昆~、各从其类、
 7:21 和爬在地上的昆~、以及所有
 7:23 昆~、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
 8:17 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都要
 8:19 昆~、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
 9: 2 连地上一切的昆~、并海里一
出10: 4 明天我要使蝗~进入你的境内
10: 6 都要被蝗~占满了、自从你祖
10:12 使蝗~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
10:13 了早晨、东风把蝗~刮了来。
10:14 蝗~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
10:15 因为这蝗~遮满地面、甚至地
10:19 把蝗~刮起、吹入红海、在埃
16:20 就生~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
16:24 也不臭、里头也没有~子。
利 5: 2 是不洁的死~、他却不知道、
11:22 其中有蝗~、蚂蚱、蟋蟀、与
申28:38 来的却少、因为被蝗~吃了。
28:39 喝葡萄酒、因为被~子吃了。
28:42 地里的出产、必被蝗~所吃。
士 6: 5 像蝗~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
 7:12 如同蝗~那样多．他们的骆驼

王上 4:33 又讲论飞禽走兽、昆~水族。
 8:37 蝗~、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

代下 6:28 蝗~、蚂蚱．或有仇敌犯境、
 7:13 或使蝗~吃这地的出产、或使
伯 4:19 土里、被蠹~所毁坏的人呢。
 7: 5 我的肉体以~子和尘土为衣．
13:28 灭绝的烂物、像~蛀的衣裳。
17:14 对~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
21:26 卧在尘土中、都被~子遮盖。
24:20 ~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
25: 6 何况如~的人、如蛆的世人呢
27:18 他建造房屋如~作窝、又如守
39:20 是你叫他跳跃像蝗~么．他喷
诗22: 6 但我是~不是人．被众人羞辱

39:11 如衣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
78:46 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
105:34 就有蝗~蚂蚱上来、不计其数
109:23 斜而去．我如蝗~被抖出来。
148:10 兽和一切牲畜、昆~和飞鸟、
箴30:27 蝗~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
赛14:11 你下铺的是~、上盖的是蛆。
33: 4 要蹦在其上、好像蝗~一样。
40:22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他铺张
41:14 你这~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
50: 9 衣服渐渐旧了、为蛀~所咬。
51: 6 如此死亡或作像蠓~死亡〕惟
51: 8 因为蛀~必咬他们、好像咬衣
51: 8 ~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
66:24 因为他们的~是不死的、他们
耶46:23 因他们多于蝗~、不可胜数。
结38:20 并地上的一切昆~、和其上的
何 2:18 并地上的昆~立约．又必在国
 5:12 我使以法莲如~蛀之物、使犹
珥 1: 4 剪~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
 1: 4 蝗~来吃．蝗虫剩下的、蝻子
 1: 4 蝗~剩下的、蝻子来吃．蝻子
 1: 6 有一队蝗~〔原文是民〕又强
 2: 2 有一队蝗~〔原文作民〕又大
 2:25 就是蝗~、蝻子、蚂蚱、剪虫
 2:25 剪~、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
摩 4: 9 橄榄树都被剪~所吃．你们仍
 7: 1 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
 7: 2 蝗~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
拿 4: 7 　神却安排一条~子、咬这蓖
鸿 3:15 人数多如蝻子、多如蝗~吧。
 3:17 你的首领多如蝗~、你的军长
玛 3:11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蝗虫原
 3:11 蝗~原文作吞噬者〕不容他毁
太 3: 4 腰束皮带、吃的是蝗~野蜜。
 6:19 地上有~子咬、能锈坏、也有
 6:20 天上没有~子咬、不能锈坏、
23:24 蠓~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
可 1: 6 腰束皮带、吃的是蝗~野蜜。
 9:48 在那里~是不死的、火是不灭
路12:33 贼不能近、~不能蛀的地方。
徒10:12 兽、和昆~、并天上的飞鸟。

11: 6 野兽、昆~、并天上的飞鸟。
12:23 他．他被~所咬、气就绝了．
罗 1:23 人、和飞禽走兽昆~的样式。
雅 3: 7 昆~、水族、本来都可以制伏
 5: 2 物坏了、衣服也被~子咬了。
启 9: 3 有蝗~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
 9: 5 但不许蝗~害死他们、只叫他
 9: 7 蝗~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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