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埋 圣经(117次)

新约(22次)
福音书(10)
历史书(8)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7)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8)
罗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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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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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 mái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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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历史书(3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6) 士师记(1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5)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1)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4) 申命记(3)
旧约(95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1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5) 何西阿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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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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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诗歌智慧书(15) 约伯记(2) 诗篇(6) 箴言(5) 传道书(2) 雅歌(0)

创15:15 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葬。
23: 4 我好~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
23: 6 们最好的坟地里~葬你的死人
23: 6 你在他的坟地里~葬你的死人
23: 8 你们若有意叫我~葬我的死人
23:11 都给你、可以~葬你的死人。
23:13 我就在那里~葬我的死人。
23:15 么呢、只管~葬你的死人吧。
23:19 把他妻子撒拉~葬在迦南地幔
25: 9 把他~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
35:29 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了
50: 6 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
出21:13 人若不是~伏着杀人、乃是
利19:18 也不可~怨你本国的子民、却
民11:34 他们在那里葬~那起贪欲之心
33: 4 埃及人正葬~他们的长子、就
35:20 或是~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致
35:22 或是没有~伏、把物扔在人身
申19:11 ~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致于
21:23 必要当日将他葬~、免得玷污
34: 6 耶和华将他~葬在摩押地、伯
书 8: 4 你们要在城后~伏．不可离城
 8: 7 你们就从~伏的地方起来、夺
 8: 9 他们就上~伏的地方去、住在
 8:12 使他们~伏在伯特利和艾城的
 8:19 伏兵就从~伏的地方急忙起来
24:32 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
士 9:25 示剑人在山顶上设~伏、等候
 9:32 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伏。
 9:34 分作四队、~伏等候示剑人。
 9:35 和跟随他的人从~伏之处起来
 9:43 ~伏在田间．看见示剑人从城
16: 2 终夜在城门悄悄~伏、说、等
16: 9 有人预先~伏在妇人的内室里
16:12 有人预先~伏在内室里．参孙
20:33 从马利迦巴~伏的地方冲上前
21:20 你们去、在葡萄园中~伏、

撒上15: 5 力的京城、在谷中设下~伏。
撒下 2: 4 葬~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

 2: 5 将他葬~．愿耶和华赐福与你
王上 2:31 将他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

11:15 元帅约押上去葬~阵亡的人、

13:29 的城里、要哀哭他、葬~他．
14:13 将他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
14:18 以色列众人将他葬~、为他哀

王下 7:12 ~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
 9:10 无人葬~。说完了、少年人就
 9:34 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了
 9:35 他们就去葬~他．只寻得他的
13:20 人将他葬~。到了新年、有一

代下22: 9 将他葬~．因他们说、他是那
拉 8:31 仇敌、和路上~伏之人的手。
尼 5: 1 号、~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伯27:15 必死而~葬．他的寡妇也不哀
38:39 少壮狮子在隐密处~伏、你能
诗10: 8 他在村庄~伏等候．他在隐密
10: 9 他~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
10: 9 他~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
56: 6 ~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
59: 3 因为他们~伏、要害我的命、
79: 3 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
箴 1:11 我们要~伏流人之血、要蹲伏
 1:18 这些人~伏、是为自流己血．
12: 6 是~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
23:28 他~伏好像强盗、他使人中多
24:15 不要~伏攻击义人的家．不要
传 6: 3 又不得~葬．据我说、那不到
 8:10 我见恶人~葬、归入坟墓．又
赛53: 9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谁知死
耶 3: 2 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伏一样
 5:26 他们~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
 7:32 因为要在陀斐特葬~尸首、甚
 8: 2 不再葬~．必在地面上、成为
14:16 无人葬~．他们连妻子带儿女
16: 4 必不得葬~．必在地上像粪土
16: 6 不得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
19:11 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尸首、
22:19 他被~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
22:19 他被埋葬好像~驴一样、要拉
25:33 不得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
51:12 派定守望的设下~伏．因为耶
哀 3:10 他向我如熊~伏、如狮子在隐
 4:19 们、在旷野~伏、等候我们。
结29: 5 不被掩~．我已将你给地上野

39:11 在那里人必葬~歌革和他的群
39:12 必用七个月葬~他们、为要洁
39:13 全地的居民都必葬~他们．当
39:14 路的人一同葬~那剩在地面上
39:15 等葬~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们
43: 7 高处、葬~他们君王的尸首．
何 6: 9 怎样~伏杀人．祭司结党、也
 7: 6 首领~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
 9: 6 摩弗人必葬~他们的骸骨．他
弥 7: 2 各人~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
鸿 3:11 必被~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
太 8:21 容我先回去~葬我的父亲。
 8:22 任凭死人~葬他们的死人、你
14:12 去、~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20:11 他们得了、就~怨家主说、
25:18 开地、把主人的银子~藏了。
25:25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藏在地里
27: 7 的一块田、为要~葬外乡人。
路 9:59 容我先回去~葬我的父亲。
 9:60 任凭死人~葬他们的死人．你
16:22 财主也死了、并且~葬了。
徒 2:29 也~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
 5: 6 来、把他包裹抬出去~葬了。
 5: 9 ~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
 5:10 就抬出去、~在他丈夫旁边。
 8: 2 把司提反~葬了、为他捶胸大
23:16 听见他们设下~伏、就来到营
23:21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伏、已
25: 3 他们要在路上~伏杀害他。
罗 6: 4 和他一同~葬．原是叫我们一
林前15: 4 而且~葬了．又照圣经所说、
西 2:12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葬、也
雅 5: 9 你们不要彼此~怨、免得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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