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尘 圣经(108次)

新约(7次)
福音书(4)
历史书(2)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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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 ch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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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17)
历史书(13)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3) 列王记下(1)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1)

创世纪(7) 出埃及记(5) 利未记(0) 民数记(2) 申命记(3)
旧约(101次)

以赛亚书(17)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结书(4)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7)
诗歌智慧书(38) 约伯记(19) 诗篇(15) 箴言(1) 传道书(3) 雅歌(0)

创 2: 7 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土造人
 3:19 你本是~土、仍要归于尘土。
 3:19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土。
13:16 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那样多
13:16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沙、才能
18:27 我虽然是灰~、还敢对主说话
28:14 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沙那样多
出 8:16 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土、
 8:16 使~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
 8:17 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土、就
 8:17 埃及遍地的~土、都变成虱子
 9: 9 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土、
民 5:17 帐幕的地上取点~土放在水中
23:10 谁能数点雅各的~土、谁能计
申 9:21 以至细如灰~．我就把这灰尘
 9:21 我就把这灰~撒在从山上流下
28:24 变为~沙、从天临在你身上、

撒上 2: 8 他从灰~里抬举贫寒人、从粪
 4:12 撕裂、头蒙灰~、来到示罗。

撒下 1: 2 头蒙灰~、到大卫面前伏地叩
13:19 他玛把灰~撒在头上、撕裂所
15:32 撕裂、头蒙灰~、来迎接他。
22:43 如同地上的灰~．践踏他们四

王上16: 2 我既从~埃中提拔你、立你作
18:38 头、~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20:10 撒玛利亚的~土、若够跟从我

王下13: 7 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沙．只
代下 1: 9 他们如同地上~沙那样多．
尼 9: 1 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
斯 4: 1 蒙灰~、在城中行走、痛哭哀
伯 2:12 把~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
 4:19 根基在~土里、被蠹虫所毁坏
 7: 5 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土为衣．
 7:21 我现今要躺卧在~土中．你要
10: 9 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土么。
14:19 洗去地上的~土．你也照样灭
16:15 肤上、把我的角放在~土中。
17:16 等到安息在~土中、这指望必
20:11 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土中。
21:26 他们一样躺卧在~土中、都被
22:24 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土里、将
27:16 他虽积蓄银子如~沙、预备衣

29:18 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沙．
30:19 中、我就像~土和炉灰一般。
34:15 一同死亡、世人必仍归~土。
38:37 ~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
39:14 地上、在~土中、使得温暖．
40:13 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土中、把
42: 6 言语〕在~土和炉灰中懊悔。
诗 7: 5 使我的荣耀归于灰~。〔细拉
18:42 如同风前的灰~、倒出他们、
22:15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土中。
22:29 凡下到~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
30: 9 ~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
44:25 我们的性命伏于~土．我们的
78:27 多如~土、又降飞鸟、多如海
83:13 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土、像
90: 3 你使人归于~土、说、你们世
102:14 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土。
103:14 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土。
104:29 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土。
113: 7 他从灰~里抬举贫寒人、从粪
119:25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土．求你
146: 4 就归回~土．他所打算的、当
箴20:17 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沙。
传 3:20 都是出于~土、也都归于尘土
 3:20 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土。
12: 7 ~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
赛 5:24 必像灰~飞腾．因为他们厌弃
25:12 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埃。
26: 5 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埃。
26:19 睡在~埃的阿、要醒起歌唱．
29: 4 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埃．你
29: 4 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埃。
29: 5 却要像细~、强暴人的群众、
34: 7 血、他们的~土因脂油肥润。
34: 9 ~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
40:12 用升斗盛大地的~土、用秤称
40:15 又算如天平上的微~．他举起
41: 2 把他们如灰~交与他的刀、如
47: 1 下来坐在~埃、迦勒底的闺女
49:23 并餂你脚上的~土．你便知道
52: 2 要抖下~土．起来坐在位上．
61: 3 代替灰~、喜乐油、代替悲哀

65:25 ~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
耶33:22 海边的~沙也不能斗量．我必
哀 2:10 他们扬起~土、落在头上、腰
 3:16 断我的牙、用灰~将我蒙蔽。
 3:29 他当口贴~埃、或者有指望。
结26: 4 我也要刮净~土、使他成为净
26:10 ~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
26:12 头、木头、~土都抛在水中。
27:30 把~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
但 8: 5 脚不沾~．这山羊两眼当中、
12: 2 睡在~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
弥 1:10 我在伯亚弗拉滚于灰~之中。
鸿 1: 3 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土．
哈 1: 9 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沙。
番 1:17 必倒出如灰~、他们的肉、必
亚 9: 3 积蓄银子如~沙、堆起精金如
玛 4: 3 他们必如灰~在你们脚掌之下
太10:14 候、就把脚上的~土跺下去。
可 6:11 就把脚上的~土跺下去、对他
路 9: 5 要把脚上的~土跺下去、见证
10:11 就是你们城里的~土、粘在我
徒13:51 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土
22:23 衣裳、把~土向空中扬起来。
启18:19 他们又把~土撒在头上、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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