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魚 聖經(95次)

新約(38次)
福音書(37)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10) 馬可福音(7) 路加福音(10) 約翰福音(1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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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 y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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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1)
歷史書(4)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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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3) 以斯帖記(0)

創世紀(4)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2) 申命記(2)
舊約(57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0)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5)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8)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7) 詩篇(6) 箴言(0) 傳道書(1) 雅歌(0)

創 1:21 　神就造出大~、和水中所滋
 1:26 使他們管理海裏的~、空中的
 1:28 也要管理海裏的~、空中的鳥
 9: 2 並海裏一切的~、都交付你們
出 7:18 河裏的~必死、河也要腥臭、
 7:21 河裏的~死了、河也腥臭了、
利11:16 夜鷹、~鷹、鷹、與其類．
民11: 5 不花錢就吃~、也記得有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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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夜鷹、~鷹、鷹與其類．

代下33:14 直到~門口、建築城牆、環繞
尼 3: 3 哈西拿的子孫建立~門、架橫
12:39 ~門、哈楠業樓、哈米亞樓、
13:16 他們把~、和各樣貨物、運進
伯 3: 8 願那咒詛日子且能惹動鱷~的
 7:12 豈是大~、你竟防守我呢。
12: 8 海中的~、也必向你說明。
41: 1 你能用~鉤釣上鱷魚麼、能用
41: 1 你能用魚鉤釣上鱷~麼、能用
41: 7 皮、能用~叉叉滿他的頭麼。
41:12 論到鱷~的肢體、和其大力、
詩 8: 6 海裏的~、凡經行海道的、都
74:13 分開、將水中大~的頭打破。
74:14 你曾砸碎鱷~的頭、把他給曠
104:26 有你所造的鱷~、游泳在其中
105:29 水變為血、叫他們的~死了。
148: 7 在地上的、大~和一切深洋、
傳 9:12 ~被惡網圈住、鳥被網羅捉住
賽19: 8 打~的必哀哭、在尼羅河一切
19: 8 在尼羅河一切釣~的必悲傷、
27: 1 刑罰鱷~、就是那快行的蛇、
27: 1 刑罰鱷~就是那曲行的蛇．並
27: 1 曲行的蛇．並殺海中的大~。
50: 2 其中的~、因無水腥臭、乾渴
51: 9 伯、刺透大~的、不是你麼。
耶16:16 我要召許多打~的、把以色列
51:34 他像大~、將我吞下、用我的
結29: 3 你這臥在自己河中的大~為敵
29: 4 又使江河中的~貼住你的鱗甲
29: 4 和所有貼住你鱗甲的~、從江
29: 5 把你並江河中的~都拋在曠野

32: 2 現在你卻像海中的大~．你衝
38:20 甚至海中的~、天空的鳥、田
47: 9 必有極多的~、海水也變甜了
47:10 那~各從其類、好像大海的魚
47:10 從其類、好像大海的~甚多。
何 4: 3 都衰微、海中的~也必消滅。
摩 4: 2 用~鉤將你們餘剩的鉤去。
拿 1:17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吞了約拿
 1:17 約拿、他在~腹中三日三夜。
 2: 1 約拿在~腹中禱告耶和華他的
 2:10 耶和華吩咐~、魚就把約拿吐
 2:10 魚、~就把約拿吐在旱地上。
哈 1:14 你為何使人如海中的~、又如
番 1: 3 海裏的~、以及絆腳石和惡人
 1:10 華說當那日從~門必發出悲哀
太 4:18 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的。
 4:19 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一樣。
 7:10 求~、反給他蛇呢。
12:40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肚腹中．
14:17 們這裏只有五個餅、兩條~。
14:19 兩條~、望著天、祝福、擘開
15:34 說、有七個、還有幾條小~。
15:36 拿著這七個餅和幾條~、祝謝
17:27 你且往海邊去釣~、把先釣上
17:27 把先釣上來的~拿起來、開了
可 1:16 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的。
 1:17 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一樣。
 6:38 了、就說、五個餅、兩條~。
 6:41 兩條~、望著天祝福、擘開餅
 6:41 前．也把那兩條~分給眾人。
 6:43 門徒就把碎餅碎~、收拾起來
 8: 7 又有幾條小~．耶穌祝了福、
路 5: 2 打~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
 5: 4 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
 5: 6 就圈住許多~、網險些裂開．
 5: 7 他們就來把~裝滿了兩隻船、
 5: 9 人、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
 9:13 兩條~．若不去為這許多人買
 9:16 兩條~、望著天祝福、擘開、
11:11 求~、反拿蛇當魚給他呢．
11:11 求魚、反拿蛇當~給他呢．
24:42 他們便給他一片燒~。〔有古

約 6: 9 兩條~．只是分給這許多人、
 6:11 分~也是這樣、都隨著他們所
21: 3 我打~去．他們說、我們也和
21: 6 竟拉不上來了、因為~甚多。
21: 8 就在小船上把那網~拉過來。
21: 9 有炭火、上面有~、又有餅。
21:10 說、把剛才打的~拿幾條來。
21:11 那網滿了大~、共一百五十三
21:11 ~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
21:13 耶穌就來拿餅和~給他們。

林前15:39 鳥又是一樣、~又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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