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塵 聖經(108次)

新約(7次)
福音書(4)
歷史書(2)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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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塵 ch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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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17)
歷史書(13)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1)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1)

創世紀(7) 出埃及記(5) 利未記(0) 民數記(2) 申命記(3)
舊約(101次)

以賽亞書(17)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7)
詩歌智慧書(38) 約伯記(19) 詩篇(15) 箴言(1) 傳道書(3) 雅歌(0)

創 2: 7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土造人
 3:19 你本是~土、仍要歸於塵土。
 3:19 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土。
13:16 的後裔如同地上的~沙那樣多
13:16 人若能數算地上的~沙、才能
18:27 我雖然是灰~、還敢對主說話
28:14 的後裔必像地上的~沙那樣多
出 8:16 伸出你的杖擊打地上的~土、
 8:16 使~土在埃及遍地變作虱子。
 8:17 亞倫伸杖擊打地上的~土、就
 8:17 埃及遍地的~土、都變成虱子
 9: 9 這灰要在埃及全地變作~土、
民 5:17 帳幕的地上取點~土放在水中
23:10 誰能數點雅各的~土、誰能計
申 9:21 以至細如灰~．我就把這灰塵
 9:21 我就把這灰~撒在從山上流下
28:24 變為~沙、從天臨在你身上、

撒上 2: 8 他從灰~裏抬舉貧寒人、從糞
 4:12 撕裂、頭蒙灰~、來到示羅。

撒下 1: 2 頭蒙灰~、到大衛面前伏地叩
13:19 他瑪把灰~撒在頭上、撕裂所
15:32 撕裂、頭蒙灰~、來迎接他。
22:43 如同地上的灰~．踐踏他們四

王上16: 2 我既從~埃中提拔你、立你作
18:38 頭、~土、又燒乾溝裏的水。
20:10 撒瑪利亞的~土、若夠跟從我

王下13: 7 踐踏他們如禾場上的~沙．只
代下 1: 9 他們如同地上~沙那樣多．
尼 9: 1 禁食、身穿麻衣、頭蒙灰~。
斯 4: 1 蒙灰~、在城中行走、痛哭哀
伯 2:12 把~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
 4:19 根基在~土裏、被蠹蟲所毀壞
 7: 5 我的肉體以蟲子和~土為衣．
 7:21 我現今要躺臥在~土中．你要
10: 9 般．你還要使我歸於~土麼。
14:19 洗去地上的~土．你也照樣滅
16:15 膚上、把我的角放在~土中。
17:16 等到安息在~土中、這指望必
20:11 卻要和他一同躺臥在~土中。
21:26 他們一樣躺臥在~土中、都被
22:24 要將你的珍寶丟在~土裏、將
27:16 他雖積蓄銀子如~沙、預備衣

29:18 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沙．
30:19 中、我就像~土和爐灰一般。
34:15 一同死亡、世人必仍歸~土。
38:37 ~土聚集成團、土塊緊緊結連
39:14 地上、在~土中、使得溫暖．
40:13 將他們一同隱藏在~土中、把
42: 6 言語〕在~土和爐灰中懊悔。
詩 7: 5 使我的榮耀歸於灰~。〔細拉
18:42 如同風前的灰~、倒出他們、
22:15 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土中。
22:29 凡下到~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
30: 9 ~土豈能稱讚你、傳說你的誠
44:25 我們的性命伏於~土．我們的
78:27 多如~土、又降飛鳥、多如海
83:13 求你叫他們像旋風的~土、像
90: 3 你使人歸於~土、說、你們世
102:14 悅他的石頭、可憐他的~土。
103:14 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土。
104:29 的氣、他們就死亡歸於~土。
113: 7 他從灰~裏抬舉貧寒人、從糞
119:25 我的性命幾乎歸於~土．求你
146: 4 就歸回~土．他所打算的、當
箴20:17 但後來他的口、必充滿~沙。
傳 3:20 都是出於~土、也都歸於塵土
 3:20 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土。
12: 7 ~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
賽 5:24 必像灰~飛騰．因為他們厭棄
25:12 固高臺傾倒、拆平直到~埃。
26: 5 將城拆毀、拆平直到~埃。
26:19 睡在~埃的阿、要醒起歌唱．
29: 4 你的言語必微細出於~埃．你
29: 4 你的言語低低微微出於~埃。
29: 5 卻要像細~、強暴人的群眾、
34: 7 血、他們的~土因脂油肥潤。
34: 9 ~埃要變為硫磺、地土成為燒
40:12 用升斗盛大地的~土、用秤稱
40:15 又算如天平上的微~．他舉起
41: 2 把他們如灰~交與他的刀、如
47: 1 下來坐在~埃、迦勒底的閨女
49:23 並餂你腳上的~土．你便知道
52: 2 要抖下~土．起來坐在位上．
61: 3 代替灰~、喜樂油、代替悲哀

65:25 ~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
耶33:22 海邊的~沙也不能斗量．我必
哀 2:10 他們揚起~土、落在頭上、腰
 3:16 斷我的牙、用灰~將我蒙蔽。
 3:29 他當口貼~埃、或者有指望。
結26: 4 我也要刮淨~土、使他成為淨
26:10 ~土揚起遮蔽你．他進入你的
26:12 頭、木頭、~土都拋在水中。
27:30 把~土撒在頭上、在灰中打滾
但 8: 5 腳不沾~．這山羊兩眼當中、
12: 2 睡在~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
彌 1:10 我在伯亞弗拉滾於灰~之中。
鴻 1: 3 而來、雲彩為他腳下的~土．
哈 1: 9 將擄掠的人聚集、多如~沙。
番 1:17 必倒出如灰~、他們的肉、必
亞 9: 3 積蓄銀子如~沙、堆起精金如
瑪 4: 3 他們必如灰~在你們腳掌之下
太10:14 候、就把腳上的~土跺下去。
可 6:11 就把腳上的~土跺下去、對他
路 9: 5 要把腳上的~土跺下去、見證
10:11 就是你們城裏的~土、粘在我
徒13:51 二人對著眾人跺下腳上的~土
22:23 衣裳、把~土向空中揚起來。
啟18:19 他們又把~土撒在頭上、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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