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亡 聖經(148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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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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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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律法書(28)
歷史書(17)

預言書(6)

約書亞記(1)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7)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1)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6) 利未記(7) 民數記(10) 申命記(4)
舊約(138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11)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9)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2)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1)
詩歌智慧書(48) 約伯記(13) 詩篇(18) 箴言(16) 傳道書(1) 雅歌(0)

創47:19 不至~、地土也不至荒涼。
出10:17 　神、使我脫離這一次的~。
19:21 前觀看、恐怕他們有多人~。
20:19 神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
28:35 聲必被聽見、使他不至於~。
30:20 時候、必用水洗濯、免得~。
30:21 就免得~．這要作亞倫和他後
利 8:35 免得你們~、因為所吩咐我的
10: 6 免得你們~、又免得耶和華向
10: 7 恐怕你們~、因為耶和華的膏
10: 9 免得你們~．這要作你們世世
15:31 的帳幕、就因自己的污穢~。
16: 2 免得他~、因為我要從雲中顯
16:13 法櫃上的施恩座、免得他~．
民 4:15 免得他們~．會幕裏這些物件
 4:19 們、好使他們活著、不至~。
 4:20 進去觀看聖所、免得他們~。
14:35 必在這曠野消滅、在這裏~。
17:10 發的怨言止息、免得他們~。
17:13 的、是必死的我們都要~麼。
18: 3 和壇、免得他們和你們都~。
18:32 瀆以色列人的聖物、免得~。
26:10 可拉的黨類一同~．那時火燒
26:11 然而可拉的眾子沒有~。
申 2:16 兵丁從民中都滅盡~以後、
 5:25 華我們　神的聲音、就必~。
18:16 叫我看見這大火、免得我~。
33: 6 願流便存活不至~、願他人數
書22:20 在所犯的罪中、不獨一人~。
士 5:27 在那裏曲身、就在那裏~。
撒上12:19 免得我們~、因為我們求立王

14:45 於是百姓救約拿單免了~。
15:32 裏說、~的苦難必定過去了。
20:14 不但我活著的時候、免我~．
31: 6 以及跟隨他的人、都一同~。

撒下 1: 4 也有許多人仆倒~、掃羅和他
 1:19 在山上被殺．大英雄何竟~。
 4: 4 掃羅和約拿單~的消息從耶斯
19: 6 著、我們都~、你就喜悅了。
21: 9 這七人就一同~．被殺的時候
22: 5 曾有~的波浪環繞我．匪類的
22: 6 索纏繞我．~的網羅臨到我。

王上 1:52 在地上．他若行惡、必要~。
代上10: 6 兒子、並他的全家都一同~。
代下13:17 以色列人仆倒~的精兵有五十
伯 5:20 他必救你脫離~．在爭戰中、
 6:18 順河偏行．到荒野之地~。
 7:15 寧肯~、勝似留我這一身的骨
12: 2 你們~、智慧也就滅沒了。
14:10 但人~而消滅．他氣絕、竟在
18:13 ~的長子要吞吃他的肢體。
19:10 我便歸於~．將我的指望如樹
28:22 滅沒和~說、我們風聞其名。
31:19 我若見人因無衣~、或見窮乏
34:15 凡有血氣的就必一同~、世人
34:20 他們就~．百姓被震動而去世
36:14 必在青年時~、與污穢人一樣
38:17 ~的門、曾向你顯露麼．死蔭
詩18: 4 曾有~的繩索纏繞我．匪類的
18: 5 索纏繞我．~的網羅臨到我。
33:19 要救他們的命脫離~、並使他
49:12 能長久、如同~的畜類一樣。
49:14 ~必作他們的牧者．到了早晨
49:20 不醒悟、就如~的畜類一樣。
55:15 願~忽然臨到他們．願他們活
56:13 因為你救我的命脫離~．你豈
68:20 人能脫離~、是在乎主耶和華
73:27 必要~．凡離棄你行邪淫的、
78:50 將他們交給瘟疫、使他們~．
88:15 幾乎~．我受你的驚恐、甚至
103: 4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以仁愛
104:29 們的氣、他們就~歸於塵土。
107:20 命醫治他們、救他們脫離~。
116: 3 ~的繩索纏繞我、陰間的痛苦
116: 8 免了~、救我的眼、免了流淚
118:18 懲治我、卻未曾將我交於~。
箴 5:23 就必~．又因愚昧過甚、必走
 7:27 是在陰間之路、下到~之宮。
 8:36 性命．恨惡我的、都喜愛~。
10: 2 惟有公義、能救人脫離~。
10:21 養多人．愚昧人因無知而~。
11: 4 益．惟有公義能救人脫離~。
11:19 生命．追求邪惡的、必致~。
12:28 有生命．其路之中、並無~。

13:14 源、可以使人離開~的網羅。
14:12 人以為正．至終成為~之路。
14:27 源、可以使人離開~的網羅。
15:10 嚴刑．恨惡責備的、必致~。
16:25 人以為正、至終成為~之路。
19:16 生命．輕忽己路的、必致~。
19:18 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他~。
26:18 器〔殺人的兵器原文作~〕。
傳 2:16 可歎智慧人~、與愚昧人無異
賽22: 2 是被刀殺、也不是因打仗~。
22:18 你榮耀的車、也必在那裏~。
25: 8 他已經吞滅~直到永遠．主耶
28:15 我們與~立約、與陰間結盟．
28:18 你們與~所立的約、必然廢掉
38:18 ~不能頌揚你、下坑的人不能
51: 6 也要如此~．〔如此死亡或作
51: 6 如此~或作像蠓蟲死亡〕惟有
51: 6 如此死亡或作像蠓蟲~〕惟有
57: 1 義人~、無人放在心上．虔誠
耶 9:21 因為~上來、進了我們的窗戶
15: 2 定為~的、必至死亡．定為刀
15: 2 必至~．定為刀殺的、必交刀
16: 6 都必在這地~、不得葬埋．人
18:21 又願他們的男人被~所滅、他
21: 6 連人帶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
21: 8 和~的路、擺在你們面前。
27:13 瘟疫~、正如耶和華論到不服
31:30 但各人必因自己的罪~、凡吃
43:11 定為~的、必至死亡、定為擄
43:11 必至~、定為擄掠的、必被擄
哀 1:20 刀劍使人喪子、在家猶如~。
結18: 4 也照樣屬我．犯罪的他必~。
18:13 必要~、他的罪必歸到他身上
18:17 就不因父親的罪孽~、定要存
18:18 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
18:20 他必~。兒子必不擔當父親的
18:21 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
18:23 惡人~、豈是我喜悅的麼．不
18:24 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惡~。
18:26 義人若轉離義行而作罪孽~、
18:26 死亡、他是因所作的罪孽~。
18:28 一切罪過、必定存活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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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 以色列家阿、你們何必~呢。
31:14 和下坑的人都被交與~、到陰
33:11 我斷不喜悅惡人~．惟喜悅惡
33:11 回吧、離開惡道．何必~呢。
33:13 記念．他必因所作的罪孽~。
33:14 你必定~．他若轉離他的罪、
33:15 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
33:18 的義而作罪孽、就必因此~。
何13:14 救贖他們脫離~．死亡阿、你
13:14 ~阿、你的災害在哪裏呢．陰
摩 2: 2 摩押必在鬨嚷吶喊吹角之中~
拿 1:14 不要因這人的性命使我們~．
徒20:26 你們中間無論何人~、罪不在
羅 7: 5 中發動、以致結成~的果子．
林後 1:10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

 4: 9 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
啟 1:18 並且拿著~和陰間的鑰匙。
 6: 8 瘟疫或作~〕野獸、殺害地上
18: 8 就是~、悲哀、饑荒、他又要
20:13 ~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20:14 ~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
21: 4 不再有~、也不再有悲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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