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 圣经(95次)

新约(38次)
福音书(37)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10) 马可福音(7) 路加福音(10) 约翰福音(1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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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y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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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11)
历史书(4)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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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4)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2) 申命记(2)
旧约(57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9)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0)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5)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2)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8)
诗歌智慧书(14) 约伯记(7) 诗篇(6)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0)

创 1:21 　神就造出大~、和水中所滋
 1:26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空中的
 1:28 也要管理海里的~、空中的鸟
 9: 2 并海里一切的~、都交付你们
出 7:18 河里的~必死、河也要腥臭、
 7:21 河里的~死了、河也腥臭了、
利11:16 夜鹰、~鹰、鹰、与其类．
民11: 5 不花钱就吃~、也记得有黄瓜
11:22 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都聚了
申 4:18 的像、或地底下水中~的像。
14:15 鸟、夜鹰、~鹰、鹰与其类．

代下33:14 直到~门口、建筑城墙、环绕
尼 3: 3 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门、架横
12:39 ~门、哈楠业楼、哈米亚楼、
13:16 他们把~、和各样货物、运进
伯 3: 8 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的
 7:12 岂是大~、你竟防守我呢。
12: 8 海中的~、也必向你说明。
41: 1 你能用~钩钓上鳄鱼么、能用
41: 1 你能用鱼钩钓上鳄~么、能用
41: 7 皮、能用~叉叉满他的头么。
41:12 论到鳄~的肢体、和其大力、
诗 8: 6 海里的~、凡经行海道的、都
74:13 分开、将水中大~的头打破。
74:14 你曾砸碎鳄~的头、把他给旷
104:26 有你所造的鳄~、游泳在其中
105:29 水变为血、叫他们的~死了。
148: 7 在地上的、大~和一切深洋、
传 9:12 ~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
赛19: 8 打~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
19: 8 在尼罗河一切钓~的必悲伤、
27: 1 刑罚鳄~、就是那快行的蛇、
27: 1 刑罚鳄~就是那曲行的蛇．并
27: 1 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
50: 2 其中的~、因无水腥臭、干渴
51: 9 伯、刺透大~的、不是你么。
耶16:16 我要召许多打~的、把以色列
51:34 他像大~、将我吞下、用我的
结29: 3 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为敌
29: 4 又使江河中的~贴住你的鳞甲
29: 4 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从江
29: 5 把你并江河中的~都抛在旷野

32: 2 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你冲
38:20 甚至海中的~、天空的鸟、田
47: 9 必有极多的~、海水也变甜了
47:10 那~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
47:10 从其类、好像大海的~甚多。
何 4: 3 都衰微、海中的~也必消灭。
摩 4: 2 用~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
拿 1:17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吞了约拿
 1:17 约拿、他在~腹中三日三夜。
 2: 1 约拿在~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
 2:10 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
 2:10 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哈 1:14 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又如
番 1: 3 海里的~、以及绊脚石和恶人
 1:10 华说当那日从~门必发出悲哀
太 4:18 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的。
 4:19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一样。
 7:10 求~、反给他蛇呢。
12:40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肚腹中．
14:17 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
14:19 两条~、望着天、祝福、擘开
15:34 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
15:36 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祝谢
17:27 你且往海边去钓~、把先钓上
17:27 把先钓上来的~拿起来、开了
可 1:16 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的。
 1:17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一样。
 6:38 了、就说、五个饼、两条~。
 6:41 两条~、望着天祝福、擘开饼
 6:41 前．也把那两条~分给众人。
 6:43 门徒就把碎饼碎~、收拾起来
 8: 7 又有几条小~．耶稣祝了福、
路 5: 2 打~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5: 4 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
 5: 6 就圈住许多~、网险些裂开．
 5: 7 他们就来把~装满了两只船、
 5: 9 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
 9:13 两条~．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
 9:16 两条~、望着天祝福、擘开、
11:11 求~、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11:11 求鱼、反拿蛇当~给他呢．
24:42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有古

约 6: 9 两条~．只是分给这许多人、
 6:11 分~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
21: 3 我打~去．他们说、我们也和
21: 6 竟拉不上来了、因为~甚多。
21: 8 就在小船上把那网~拉过来。
21: 9 有炭火、上面有~、又有饼。
21:10 说、把刚才打的~拿几条来。
21:11 那网满了大~、共一百五十三
21:11 ~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
21:13 耶稣就来拿饼和~给他们。

林前15:39 鸟又是一样、~又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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