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坟 圣经(143次)

新约(53次)
福音书(48)
历史书(3)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11) 马可福音(8) 路加福音(12) 约翰福音(17)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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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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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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历史书(47)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9) 列王记下(15)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11)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3) 以斯帖记(0)

创世纪(8)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3) 申命记(1)
旧约(90次)

以赛亚书(5)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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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9) 约伯记(5) 诗篇(3)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0)

创23: 6 在我们最好的~地里埋葬你的
23: 6 不容你在他的~地里埋葬你的
23: 9 我、作我在你们中间的~地。
23:20 定准、归与亚伯拉罕作~地。
35:20 雅各在他的~上立了一统碑、
49:30 以弗仑买来为业、作~地的。
50: 5 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墓里．现
50:13 赫人以弗仑买来为业作~地的
出14:11 难道在埃及没有~地、你把我
民11:34 就是贪欲之人的~墓〕、因为
19:16 或是~墓、就要七天不洁净。
19:18 的、或摸了~墓的那人身上。
申34: 6 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墓
士 8:32 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墓里。
16:31 在他父玛挪亚的~墓里。参孙

撒上10: 2 靠近拉结的~墓、要遇见两个
25: 1 他自己的~墓里。〔坟墓原文
25: 1 ~墓原文作房屋〕大卫起身、

撒下 2:32 葬在他父亲的~墓里。约押和
 4:12 葬在希伯仑押尼珥的~墓里。
17:23 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墓里。
21:14 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墓里。众

王上 2:34 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墓里。
 2:34 坟墓里。〔~墓原文作房屋〕
13:22 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墓
13:30 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墓里
13:31 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墓里
14:13 惟有他得入~墓、因为在耶罗
14:31 他列祖的~地里．他母亲名叫
15:24 他列祖的~地里．他儿子约沙
22:50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地里．

王下 8:24 他列祖的~地里．他儿子亚哈
 9:28 他自己的~墓里、与他列祖同
12:21 他列祖的~地里．他儿子亚玛
13:21 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墓里
14:16 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地里
14:20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地里。
15: 7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地里．
15:38 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地里
16:20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地里．
21:26 自己的~墓里．他儿子约西亚
22:20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墓

23: 6 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上．
23:16 看见山上的~墓、就打发人将
23:16 就打发人将~墓里的骸骨取出
23:30 葬在他自己的~墓里。国民膏

代下16:14 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墓里
21: 1 他列祖的~地里．他儿子约兰
21:20 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墓里。
24:16 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墓里．因
24:25 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墓里。
25:28 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地里。
26:23 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地里
28:27 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墓中
34: 4 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上、
34:28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墓
35:24 葬在他列祖的~墓里．犹大人
尼 2: 3 我列祖~墓所在的那城荒凉、
 2: 5 到我列祖~墓所在的那城去．
 3:16 直到大卫~地的对面、又到挖
伯 3:22 他们寻见~墓就快乐、极其欢
 5:26 你必寿高年迈才归~墓、好像
10:19 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墓。
17: 1 子灭尽、~墓为我预备好了。
21:32 抬到茔地、并有人看守~墓。
诗 5: 9 是敞开的~墓．他们用舌头谄
88: 5 躺在~墓里．他们是你不再记
88:11 岂能在~墓里述说你的慈爱么
传 8:10 归入~墓．又见行正直事的、
赛14:19 不得入你的~墓、好像可憎的
22:16 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墓、就
22:16 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墓、在
57: 2 各人在~里〔原文作床上〕安
65: 4 在~墓间坐着、在隐密处住宿
耶 5:16 是敞开的~墓、他们都是勇士
 8: 1 的骸骨、都从~墓中取出来、
20:17 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墓、胎就
26:23 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地中
结32:22 他民的~墓在他四围．他们都
32:23 他们的~墓在坑中极深之处、
32:23 他的众民在他~墓的四围、都
32:24 他的群众在他~墓的四围．都
32:25 他民的~墓在他四围．他们都
32:26 他民的~墓在他四围．他们都

37:12 我必开你们的~墓、使你们从
37:12 使你们从~墓中出来、领你们
37:13 我开你们的~墓、使你们从坟
37:13 使你们从~墓中出来、你们就
39:11 赐给歌革为~地、使经过的人
鸿 1:14 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墓。
太 8:28 从~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
23:27 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墓、外
23:29 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修饰
27:52 ~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
27:53 他们从~墓里出来、进了圣城
27:60 安放在自己的新~墓里、就是
27:61 利亚在那里、对着~墓坐着。
27:64 请吩咐人将~墓把守妥当、直
27:66 封了石头、将~墓把守妥当。
28: 1 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墓。
28: 8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墓、又害
可 5: 2 的人、从~茔里出来迎着他。
 5: 3 那人常住在~茔里、没有人能
 5: 5 他昼夜常在~茔里和山中喊叫
 6:29 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墓里。
15:46 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墓里
16: 2 的时候、他们来到~墓那里。
16: 5 他们进了~墓、看见一个少年
16: 8 从~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
路 8:27 不住房子、只住在~茔里。
11:44 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墓、
11:47 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墓、那
11:48 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墓。
23:53 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墓里、那
23:55 看见了~墓、和他的身体怎样
24: 1 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墓前。
24: 2 看见石头已经从~墓滚开了．
24: 9 便从~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
24:12 跑到~墓前、低头往里看、见
24:22 奇、他们清早到了~墓那里．
24:24 往~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
约 5:28 凡在~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
11:17 就知道拉撒路在~墓里、已经
11:31 以为他要往~墓那里去哭。
11:38 来到~墓前．那坟墓是个洞、
11:38 那~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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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墓的时候
19:41 园子里有一座新~墓、是从来
19:42 又因那~墓近、他们就把耶稣
20: 1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墓那里
20: 1 里、看见石头从~墓挪开了．
20: 2 有人把主从~墓里挪了去、我
20: 3 门徒就出来、往~墓那里去。
20: 4 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墓．
20: 6 进~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
20: 8 先到~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
20:11 马利亚却站在~墓外面哭．哭
20:11 哭的时候、低头往~墓里看、
徒 2:29 并且他的~墓、直到今日还在
 7:16 银子从哈抹子孙买来的~墓里
13:29 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墓里。
罗 3: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墓．他
启11: 9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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