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蟲 聖經(92次)

新約(16次)
福音書(7)
歷史書(3)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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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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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歷史書(6)

預言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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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2) 出埃及記(9) 利未記(2)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76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7) 何西阿書(2) 約珥書(7)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2)

大先知書(11)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9) 詩篇(6)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 1:24 昆~、野獸、各從其類．事就
 1:25 地上一切昆~、各從其類．
 1:26 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
 6: 7 並昆~、以及空中的飛鳥、都
 6:20 地上的昆~各從其類、每樣兩
 7: 8 類、飛鳥並地上一切的昆~、
 7:14 爬在地上的昆~、各從其類、
 7:21 和爬在地上的昆~、以及所有
 7:23 昆~、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
 8:17 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都要
 8:19 昆~、飛鳥、和地上所有的動
 9: 2 連地上一切的昆~、並海裏一
出10: 4 明天我要使蝗~進入你的境內
10: 6 都要被蝗~佔滿了、自從你祖
10:12 使蝗~到埃及地上來、吃地上
10:13 了早晨、東風把蝗~颳了來。
10:14 蝗~上來、落在埃及的四境、
10:15 因為這蝗~遮滿地面、甚至地
10:19 把蝗~颳起、吹入紅海、在埃
16:20 就生~變臭了．摩西便向他們
16:24 也不臭、裏頭也沒有~子。
利 5: 2 是不潔的死~、他卻不知道、
11:22 其中有蝗~、螞蚱、蟋蟀、與
申28:38 來的卻少、因為被蝗~吃了。
28:39 喝葡萄酒、因為被~子吃了。
28:42 地裏的出產、必被蝗~所吃。
士 6: 5 像蝗~那樣多．人和駱駝無數
 7:12 如同蝗~那樣多．他們的駱駝

王上 4:33 又講論飛禽走獸、昆~水族。
 8:37 蝗~、螞蚱、或有仇敵犯境圍

代下 6:28 蝗~、螞蚱．或有仇敵犯境、
 7:13 或使蝗~吃這地的出產、或使
伯 4:19 土裏、被蠹~所毀壞的人呢。
 7: 5 我的肉體以~子和塵土為衣．
13:28 滅絕的爛物、像~蛀的衣裳。
17:14 對~說、你是我的母親姐妹．
21:26 臥在塵土中、都被~子遮蓋。
24:20 ~子要吃他、覺得甘甜．他不
25: 6 何況如~的人、如蛆的世人呢
27:18 他建造房屋如~作窩、又如守
39:20 是你叫他跳躍像蝗~麼．他噴
詩22: 6 但我是~不是人．被眾人羞辱

39:11 如衣被~所咬．世人真是虛幻
78:46 把他們辛苦得來的交給蝗~。
105:34 就有蝗~螞蚱上來、不計其數
109:23 斜而去．我如蝗~被抖出來。
148:10 獸和一切牲畜、昆~和飛鳥、
箴30:27 蝗~沒有君王、卻分隊而出．
賽14:11 你下鋪的是~、上蓋的是蛆。
33: 4 要蹦在其上、好像蝗~一樣。
40:22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他鋪張
41:14 你這~雅各、和你們以色列人
50: 9 衣服漸漸舊了、為蛀~所咬。
51: 6 如此死亡或作像蠓~死亡〕惟
51: 8 因為蛀~必咬他們、好像咬衣
51: 8 ~子必咬他們、如同咬羊絨．
66:24 因為他們的~是不死的、他們
耶46:23 因他們多於蝗~、不可勝數。
結38:20 並地上的一切昆~、和其上的
何 2:18 並地上的昆~立約．又必在國
 5:12 我使以法蓮如~蛀之物、使猶
珥 1: 4 剪~剩下的、蝗蟲來吃．蝗蟲
 1: 4 蝗~來吃．蝗蟲剩下的、蝻子
 1: 4 蝗~剩下的、蝻子來吃．蝻子
 1: 6 有一隊蝗~〔原文是民〕又強
 2: 2 有一隊蝗~〔原文作民〕又大
 2:25 就是蝗~、蝻子、螞蚱、剪蟲
 2:25 剪~、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
摩 4: 9 橄欖樹都被剪~所吃．你們仍
 7: 1 剛發生的時候、主造蝗~。
 7: 2 蝗~吃盡那地的青物、我就說
拿 4: 7 　神卻安排一條~子、咬這蓖
鴻 3:15 人數多如蝻子、多如蝗~吧。
 3:17 你的首領多如蝗~、你的軍長
瑪 3:11 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蝗蟲原
 3:11 蝗~原文作吞噬者〕不容他毀
太 3: 4 腰束皮帶、吃的是蝗~野蜜。
 6:19 地上有~子咬、能銹壞、也有
 6:20 天上沒有~子咬、不能銹壞、
23:24 蠓~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
可 1: 6 腰束皮帶、吃的是蝗~野蜜。
 9:48 在那裏~是不死的、火是不滅
路12:33 賊不能近、~不能蛀的地方。
徒10:12 獸、和昆~、並天上的飛鳥。

11: 6 野獸、昆~、並天上的飛鳥。
12:23 他．他被~所咬、氣就絕了．
羅 1:23 人、和飛禽走獸昆~的樣式。
雅 3: 7 昆~、水族、本來都可以制伏
 5: 2 物壞了、衣服也被~子咬了。
啟 9: 3 有蝗~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
 9: 5 但不許蝗~害死他們、只叫他
 9: 7 蝗~的形狀、好像預備出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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