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尸 圣经(110次)

新约(11次)
福音书(6)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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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 shī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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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示录(3)

律法书(21)
历史书(42)

预言书(3)

约书亚记(3)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7) 列王记上(13) 列王记下(6) 历
代志上(2)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2)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 利未记(5) 民数记(12) 申命记(2)
旧约(99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1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8)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4)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1)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6)
诗歌智慧书(2) 约伯记(0) 诗篇(2)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50: 3 薰~的常例是四十天、那四十
出14:30 看见埃及人的死~都在海边了
利11:27 摸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11:28 拿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21:11 不可挨近死~、也不可为父母
22: 4 无论谁摸那因死~不洁净的物
26:30 把你们的~首扔在你们偶像的
民 5: 2 并因死~不洁净的、都出营外
 6: 6 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
 6:11 为他赎那因死~而有的罪、并
 9: 6 有几个人因死~而不洁净、不
 9: 7 我们虽因死~而不洁净、为何
 9:10 若有人因死~而不洁净、或在
14:29 你们的~首必倒在这旷野、并
14:32 你们的~首必倒在这旷野。
14:33 直到你们的~首在旷野消灭。
19:11 摸了人死~的、就必七天不洁
19:13 凡摸了人死~、不洁净自己的
19:16 或是~首、或是人的骨头、或
申21:23 他的~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
28:26 你的~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
书 8:29 书亚吩咐人把~首从树上取下
 8:29 在~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
10:27 人就把~首从树上取下来、丢
士16:31 都下去取他的~首、抬上来葬
19:29 用刀将妾的~身切成十二块、
20: 6 我就把我妾的~身切成块子、

撒上17:46 又将非利士军兵的~首、给空
31:10 将他的~身钉在伯珊的城墙上
31:12 罗和他儿子的~身从伯珊城墙

撒下20:11 个少年人站在亚玛撒~身旁边
20:12 就把亚玛撒的~身从路上挪到
20:13 ~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民就
21:10 直到天降雨在~身上的时候、
21:10 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身上
21:12 将~身悬挂在伯珊的街市上、
21:12 基列雅比人把~身偷了去．

王上13:22 因此你的~身不得入你列祖的
13:24 ~身倒在路上、驴站在尸身旁
13:24 驴站在~身旁边、狮子也站在
13:24 旁边、狮子也站在~身旁边。
13:25 看见~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

13:25 狮子站在~身旁边、就来到老
13:28 看见神人的~身倒在路上、驴
13:28 驴和狮子站在~身旁边、狮子
13:28 狮子却没有吃~身、也没有抓
13:29 先知就把神人的~身驮在驴上
13:30 就把他的~身葬在自己的坟墓
13:31 使我的~骨靠近他的尸骨。
13:31 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骨。

王下 9:28 仆用车将他的~首送到耶路撒
 9:37 耶洗别的~首必在耶斯列田间
10:25 将~首抛出去、便到巴力庙的
14:20 就用马将他的~首驮到耶路撒
19:35 人起来、一看、都是死~了。
23:30 用车将他的~首从米吉多送到

代上10:12 扫罗和他儿子的~身送到雅比
10:12 将他们的~骨葬在雅比的橡树

代下20:24 见~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
20:25 在~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
25:28 人就用马将他的~首驮回、葬
斯 9:13 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首、挂
 9:14 哈曼十个儿子的~首挂起来了
诗79: 2 把你仆人的~首、交与天空的
110: 6 ~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
赛 5:25 他们的~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
14:19 你又像被践踏的~首一样。
26:19 ~首〔原文作我的尸首〕要兴
26:19 原文作我的~首〕要兴起。睡
34: 3 ~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
37:36 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了。
66:24 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首
耶 7:32 因为要在陀斐特葬埋~首、甚
 7:33 并且这百姓的~首、必给空中
 9:22 人的~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
16: 4 他们的~首必给空中的飞鸟、
16:18 因为他们用可憎之~、玷污我
19: 7 他们的~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
19:11 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首、
26:23 把他的~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
31:40 抛~的全谷、和倒灰之处、并
33: 5 正是拿死~充满这房屋、就是
34:20 他们的~首必给空中的飞鸟、
36:30 他的~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

41: 9 以实玛利将所杀之人的~首、
结 6: 5 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首、放
32: 5 用你高大的~首填满山谷。
39:14 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首
43: 7 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首．
43: 9 和他们君王的~首．我就住在
44:25 他们不可挨近死~沾染自己．
何 9: 6 埃及人必收殓他们的~首、摩
摩 4:10 营中~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
 6:10 就是烧他~首的、要将这尸首
 6:10 要将这~首搬到房外、问房屋
 8: 3 必有许多~首在各处抛弃、无
鸿 3: 3 ~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
 3: 3 ~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
该 2:13 若有人因摸死~染了污秽、然
太14:12 把~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
24:28 ~首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可 6:29 就来把他的~首领去、葬在坟
15:45 就把耶稣的~首赐给约瑟。
路17:37 ~首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约19:31 免得~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
来 3:17 不是那些犯罪~首倒在旷野的
犹 1: 9 为摩西的~首与魔鬼争辩的时
启11: 8 他们的~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
11: 9 有人观看他们的~首三天半、
11: 9 又不许把~首放在坟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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