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 聖經(80次)

新約(22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3)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3)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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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書(24)
歷史書(4)

預言書(5)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7) 出埃及記(5) 利未記(1) 民數記(8) 申命記(3)
舊約(58次)

以賽亞書(11)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4) 詩篇(5) 箴言(3) 傳道書(2) 雅歌(0)

創 3: 1 惟有~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
 3: 1 ~對女人說、　神豈是真說、
 3: 2 女人對~說、園中樹上的果子
 3: 4 ~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3:13 說、那~引誘我、我就吃了。
 3:14 耶和華　神對~說、你既作了
49:17 但必作道上的~、路中的虺、
出 4: 3 去、就變作~、摩西便跑開。
 7: 9 丟在法老面前、使杖變作~。
 7:10 老和臣僕面前、杖就變作~。
 7:12 杖就變作~、但亞倫的杖吞了
 7:15 手裏要拿著那變過~的杖、
利11:30 龍子、守宮、~醫、蝘蜓．
民21: 6 是耶和華使火~進入百姓中間
21: 6 ~就咬他們、以色列人中死了
21: 7 叫這些~離開我們．於是摩西
21: 8 你製造一條火~、挂在杆子上
21: 8 咬的、一望這~、就必得活。
21: 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挂在杆
21: 9 凡被~咬的、一望這銅蛇、就
21: 9 咬的、一望這銅~、就活了。
申 8:15 那裏有火~、蠍子、乾旱無水
32:33 他們的酒是大~的毒氣、是虺
32:33 的毒氣、是虺~殘害的惡毒。

王下18: 4 打碎摩西所造的銅~．因為到
18: 4 到那時以色列人仍向銅~燒香
18: 4 希西家叫銅~為銅塊。〔或作
18: 4 塊。〔或作人稱銅~為銅像〕
伯20:14 在他裏面成為虺~的惡毒。
20:16 他必吸飲虺~的毒氣．蝮蛇的
20:16 毒氣．蝮~的舌頭也必殺他。
26:13 天有妝飾．他的手刺殺快~。
詩58: 4 好像~的毒氣．他們好像塞耳
91:13 你要踹在獅子和虺~的身上、
91:13 身上、踐踏少壯獅子和大~。
140: 3 他們使舌頭尖利如~．嘴裏有
140: 3 嘴裏有虺~的毒氣。〔細拉〕
箴23:31 終久是咬你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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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10: 8 中．拆牆垣的、必為~所咬。
10:11 ~若咬人、後行法術也是無益

賽11: 8 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的穴上
11: 8 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的洞口
14:29 因為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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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鱷魚就
27: 1 刑罰鱷魚就是那曲行的~．並
30: 6 蝮~、火焰的飛龍之地、往那
34:15 箭~要在那裏作窩、下蛋、菢
59: 5 他們菢毒~蛋、結蜘蛛網．人
59: 5 必死．這蛋被踏、必出蝮~．
65:25 塵土必作~的食物．在我聖山
耶 8:17 我必使毒~到你們中間、是不
46:22 好像~行一樣．敵人要成隊而
摩 5:19 進房屋以手靠牆、就被~咬。
 9: 3 藏在海底、我必命~咬他們。
彌 7:17 他們必餂土如~、又如土中腹
太 3: 7 毒~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
 7:10 求魚、反給他~呢。
10:16 所以你們要靈巧像~、馴良像
12:34 毒~的種類、你們既是惡人、
23:33 你們這些~類、毒蛇之種阿、
23:33 毒~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
可16:18 手能拿~．若喝了甚麼毒物、
路 3: 7 毒~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
10:19 可以踐踏~和蠍子、又勝過仇
11:11 求魚、反拿~當魚給他呢．
約 3: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人子也
徒28: 3 有一條毒~、因為熱了出來、
28: 4 土人看見那毒~、懸在他手上
28: 5 保羅竟把那毒~甩在火裏、並
羅 3:13 詭詐．嘴唇裏有虺~的毒氣．
林前10: 9 們有人試探的、就被~所滅。
林後11: 3 就像~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
啟 9:19 因這尾巴像~、並且有頭用以
12: 9 大龍就是那古~、名叫魔鬼、
12:14 躲避那~．他在那裏被養活一
12:15 ~就在婦人身後、從口中吐出
20: 2 就是古~、又叫魔鬼、也叫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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