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牆 聖經(88次)

新約(7次)
福音書(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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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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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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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法書(3)
歷史書(54)

預言書(4)

約書亞記(4)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4) 列王記下(2)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5) 以斯拉記(3) 尼希米記(29) 以斯帖記(1)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2)
舊約(81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3)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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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7)
詩歌智慧書(4) 約伯記(0) 詩篇(2)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1)

利25:31 但房屋在無~的村莊裏、要看
申 3: 5 此外還有許多無~的鄉村。
28:52 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堅固的~、
書 2:15 因他的房子是在~邊上、他也
 2:15 在城牆邊上、他也住在~上。
 6: 5 ~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
 6:20 ~就塌陷、百姓便上去進城、

撒上31:10 將他的屍身釘在伯珊的~上。
31:12 兒子的屍身從伯珊~上取下來

撒下11:20 你們打仗為甚麼挨近~呢。豈
11:21 你們為甚麼挨近~呢．你就說
20:21 那人的首級必從~上丟給你。

王上 3: 1 的殿、並耶路撒冷周圍的~。
 4:13 大城六十座、都有~和銅閂。
 9:15 耶路撒冷的~、夏瑣、米吉多
20:30 ~塌倒、壓死剩下的二萬七千

王下14:13 拆毀耶路撒冷的~、從以法蓮
25:10 就拆毀耶路撒冷四圍的~。

代上11: 8 四圍建築~、其餘的是約押修
代下25:23 又拆毀耶路撒冷的~、從以法

26: 9 並~轉彎之處、建築城樓、且
32: 5 就修築所有拆毀的~、高與城
33:14 建築~、環繞俄斐勒、這牆築
36:19 拆毀耶路撒冷的~、用火燒了
拉 4:12 劣的城、築立根基、建造~。
 4:13 ~完畢、就不再與王進貢、交
 4:16 ~完畢、河西之地王就無分了
尼 1: 3 並且耶路撒冷的~拆毀、城門
 2: 8 和~、與我自己房屋使用的．
 2:13 察看耶路撒冷的~、見城牆拆
 2:13 見~拆毀、城門被火焚燒。
 2:15 察看~．又轉身、進入谷門、
 2:17 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免得
 3: 1 又築~到哈米亞樓、直到哈楠
 3:13 又建築~一千肘、直到糞廠門
 3:19 著武庫的上坡、~轉彎之處。
 3:20 從~轉彎、直到大祭司以利亞
 3:24 屋、直到~轉彎、又到城角。
 3:25 的兒子巴拉修造對著~的轉彎
 4: 1 參巴拉聽見我們修造~就發怒
 4: 6 我們修造~、城牆就都連絡、
 4: 6 ~就都連絡、高至一半、因為

 4: 7 聽見修造耶路撒冷~、著手進
 4:10 衰敗、所以我們不能建造~。
 4:13 拿弓站在~後邊低窪的空處。
 4:15 我們都回到~那裏、各作各的
 4:17 修造~的、扛抬材料的、都一
 4:19 浩大、我們在~上相離甚遠．
 5:16 並且我恆心修造~、並沒有置
 6: 1 聽見我已經修完了~、其中沒
 6: 6 你和猶大人謀反修造~、你要
 6:15 以祿月二十五日~修完了、共
 7: 1 ~修完、我安了門扇、守門的
12:27 耶路撒冷~告成的時候、眾民
12:30 也潔淨百姓、和城門、並~。
12:38 在~上過了爐樓、直到寬牆、
斯 9:19 所以住無~鄉村的猶大人、如
詩51:18 待錫安、建造耶路撒冷的~。
55:10 他們在~上晝夜繞行．在城內
箴21:22 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傾覆他
歌 5: 7 看守~的人奪去我的披肩。
賽 2:15 又臨到高臺、、和堅固~．
22:10 房屋、將房屋拆毀、修補~．
22:11 又在兩道~中間挖一個聚水池
26: 1 耶和華要將救恩定為~、為外
60:10 外邦人必建築你的~、他們的
耶 1:15 周圍攻擊~、又要攻擊猶大的
39: 8 房屋、又拆毀耶路撒冷的~。
50:15 ~拆毀了．因為這是耶和華報
51:12 攻擊巴比倫的~．要堅固瞭望
51:44 巴比倫的~、也必坍塌了。
51:58 巴比倫寬闊的~、必全然傾倒
52:14 就拆毀耶路撒冷四圍的~。
哀 2: 8 耶和華定意拆毀錫安的~．他
 2: 8 他使外郭和~都悲哀、一同衰
 2:18 錫安的~阿、願你流淚如河、
結38:11 我要上那無~的鄉村．我要到
38:11 他們都沒有~、無門無閂、安
鴻 2: 5 行絆跌、速上~、預備擋牌。
 3: 8 海指尼羅河〕又作他的~。
亞 2: 4 好像無~的鄉村、因為人民和
徒 9:25 用筐子把他從~上縋下去。
林後11:33 在筐子裏從~上被人縋下去、
來11:30 耶利哥城七日、~就倒塌了。

啟21:14 ~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
21:15 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
21:17 又量了~、按著人的尺寸、就
21:19 ~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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