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 圣经(80次)

新约(22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3)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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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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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书(24)
历史书(4)

预言书(5)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7) 出埃及记(5) 利未记(1) 民数记(8) 申命记(3)
旧约(58次)

以赛亚书(11)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3)
诗歌智慧书(14) 约伯记(4) 诗篇(5) 箴言(3) 传道书(2) 雅歌(0)

创 3: 1 惟有~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
 3: 1 ~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3: 2 女人对~说、园中树上的果子
 3: 4 ~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3:13 说、那~引诱我、我就吃了。
 3:14 耶和华　神对~说、你既作了
49:17 但必作道上的~、路中的虺、
出 4: 3 去、就变作~、摩西便跑开。
 7: 9 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
 7:10 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
 7:12 杖就变作~、但亚伦的杖吞了
 7:15 手里要拿着那变过~的杖、
利11:30 龙子、守宫、~医、蝘蜓．
民21: 6 是耶和华使火~进入百姓中间
21: 6 ~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
21: 7 叫这些~离开我们．于是摩西
21: 8 你制造一条火~、挂在杆子上
21: 8 咬的、一望这~、就必得活。
21: 9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挂在杆
21: 9 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
21: 9 咬的、一望这铜~、就活了。
申 8:15 那里有火~、蝎子、干旱无水
32:33 他们的酒是大~的毒气、是虺
32:33 的毒气、是虺~残害的恶毒。

王下18: 4 打碎摩西所造的铜~．因为到
18: 4 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烧香
18: 4 希西家叫铜~为铜块。〔或作
18: 4 块。〔或作人称铜~为铜像〕
伯20:14 在他里面成为虺~的恶毒。
20:16 他必吸饮虺~的毒气．蝮蛇的
20:16 毒气．蝮~的舌头也必杀他。
26:13 天有妆饰．他的手刺杀快~。
诗58: 4 好像~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
91:13 你要踹在狮子和虺~的身上、
91:13 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
140: 3 他们使舌头尖利如~．嘴里有
140: 3 嘴里有虺~的毒气。〔细拉〕
箴23:31 终久是咬你如~、刺你如毒蛇
23:31 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
30:19 ~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
传10: 8 中．拆墙垣的、必为~所咬。
10:11 ~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

赛11: 8 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的洞口
11: 8 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的穴上
14:29 因为从~的根、必生出毒蛇．
14:29 必生出毒~．他所生的、是火
27: 1 就是那快行的~、刑罚鳄鱼就
27: 1 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并
30: 6 蝮~、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
34:15 箭~要在那里作窝、下蛋、菢
59: 5 他们菢毒~蛋、结蜘蛛网．人
59: 5 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
65:25 尘土必作~的食物．在我圣山
耶 8:17 我必使毒~到你们中间、是不
46:22 好像~行一样．敌人要成队而
摩 5:19 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咬。
 9: 3 藏在海底、我必命~咬他们。
弥 7:17 他们必餂土如~、又如土中腹
太 3: 7 毒~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
 7:10 求鱼、反给他~呢。
10:16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驯良像
12:34 毒~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
23:33 你们这些~类、毒蛇之种阿、
23:33 毒~之种阿、怎能逃脱地狱的
可16:18 手能拿~．若喝了什么毒物、
路 3: 7 毒~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
10:19 可以践踏~和蝎子、又胜过仇
11:11 求鱼、反拿~当鱼给他呢．
约 3: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人子也
徒28: 3 有一条毒~、因为热了出来、
28: 4 土人看见那毒~、悬在他手上
28: 5 保罗竟把那毒~甩在火里、并
罗 3:13 诡诈．嘴唇里有虺~的毒气．
林前10: 9 们有人试探的、就被~所灭。
林后11: 3 就像~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启 9:19 因这尾巴像~、并且有头用以
12: 9 大龙就是那古~、名叫魔鬼、
12:14 躲避那~．他在那里被养活一
12:15 ~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
20: 2 就是古~、又叫魔鬼、也叫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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