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凉 圣经(123次)

新约(0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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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凉 huāng liá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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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7)
历史书(4)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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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1) 利未记(4)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123次)

以赛亚书(24) 耶利米书(28)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29) 但以理书(6)
小先知书(18) 何西阿书(0) 约珥书(4)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3)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4) 哈该书(2)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89)
诗歌智慧书(5) 约伯记(1) 诗篇(4)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47:19 不至死亡、地土也不至~。
出23:29 恐怕地成为~、野地的兽多起
利26:22 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
26:31 我要使你们的城邑变为~、使
26:33 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
26:34 你们的地~要享受众安息、正
申32:10 遇见他在旷野~野兽吼叫之地
王下19:17 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
代下36:21 因为地土~便守安息、直满了
尼 2: 3 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城
 2:17 耶路撒冷怎样~、城门被火焚
伯15:28 他曾住在~城邑、无人居住将
诗46: 8 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
73:19 成了何等的~．他们被惊恐灭
74: 3 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之地、
109:10 饭、从他们~之处出来求食。
赛 1: 7 你们的地土已经~．你们的城
 1: 7 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
 3:26 伤、哀号．他必~坐在地上。
 5: 9 的房屋、成为~、无人居住。
 6:11 直到城邑~、无人居住、房屋
 6:11 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
 7:19 落在~的谷内、磐石的穴里、
13: 9 使这地~、从其中除灭罪人。
17: 9 人撇弃的．这样、地就~了。
23:13 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
24: 1 变为~．又翻转大地、将居民
24: 3 尽都~．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
24:10 ~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
24:12 城中只有~、城门拆毁净尽。
33: 8 大路~、行人止息．敌人背约
37:18 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
45:18 并非使地~、是要给人居住．
49: 8 遍地、使人承受~之地为业。
51:19 ~、毁灭、饥荒、刀兵、这几
54: 3 业、又使~的城邑有人居住。
59: 7 罪孽．所经过的路都~毁灭。
60:18 境内不再听见~毁灭的事．你
61: 4 凄凉之处、重修历代~之城。
62: 4 你的地也不再称为~的、你却
耶 2:15 使他的地~、城邑也都焚烧、
 4: 7 要使你的地~、使你的城邑变

 4:27 全地必然~、我却不毁灭净尽
 6: 8 免得我使你~、成为无人居住
10:22 变为~、成为野狗的住处。
12:10 使我美好的分变为~的旷野。
12:11 他们使地~．地既荒凉、便向
12:11 地既~、便向我悲哀．全地荒
12:11 悲哀．全地~、因无人介意。
25: 9 并且永久~．这是耶和华说的
25:11 这全地必然~、令人惊骇．这
25:12 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
25:18 使这城邑~、令人惊骇、嗤笑
32:43 这地是~、无人民、无牲畜、
33:10 但在这~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
44: 2 那些城邑今日~、无人居住．
44:22 所以你们的地~、令人惊骇、
48: 3 从何罗念有喊~大毁灭的哀声
48: 9 他的城邑必至~、无人居住。
49:13 并且~．他的一切城邑、必变
49:20 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
50: 3 使他的地~、无人居住．连人
50:13 要全然~．凡经过巴比伦的、
50:23 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
50:45 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
51:26 你必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51:29 使巴比伦之地~、无人居住。
51:62 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
哀 1: 7 敌人看见、就因他的~嗤笑。
 5:18 锡安山~、野狗〔或作狐狸〕
结 5:14 的众人眼前、成了~和羞辱。
 6: 4 你们的祭坛必然~、你们的日
 6:14 极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
14:15 使地~、以致因这些兽、人都
14:16 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
15: 8 我必使地土~、因为他们行事
25: 3 以色列地变~、犹大家被掳掠
25:13 下、地要变为~、直到底但。
26:19 我使你变为~、如无人居住的
26:20 同在地的深处久已~之地居住
29:12 必使埃及地在~的国中成为荒
29:12 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
30: 7 埃及地在~的国中、必成为荒
30: 7 必成为~．埃及城在荒废的城

30:14 我必使巴忒罗~、在琐安中使
33:28 我必使这地~、令人惊骇．他
33:28 以色列的山都必~、无人经过
33:29 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
35: 3 攻击你、使你~、令人惊骇。
35: 7 我必使西珥山~、令人惊骇．
35: 9 我必使你永远~、使你的城邑
35:12 这些山~、是归我们吞灭的。
35:14 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
35:15 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而喜乐
35:15 你和以东全地必都~、你们就
36: 3 因为敌人使你~、四围吞吃、
36:38 ~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
38: 8 到以色列常久~的山上．但那
38:12 手攻击那从前~现在有人居住
但 9: 2 论耶路撒冷~的年数、七十年
 9:17 为自己使脸光照你~的圣所。
 9:18 眷顾我们~之地、和称为你名
 9:26 一直到底、~的事已经定了。
 9:27 或作使地~的〕如飞而来、并
 9:27 或作倾在那~之地〕直到所定
珥 1:10 田~、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
 1:17 仓也~、廪也破坏．因为五谷
 2: 3 成了~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
 3:19 埃及必然~、以东变为凄凉的
弥 6:13 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
 6:16 我必使你~、使你的居民令人
 7:13 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
鸿 2:10 尼尼微现在空虚~、人心消化
 3: 7 尼尼微~了．有谁为你悲伤呢
番 2: 4 亚实基伦必然~．人在正午必
 2:13 使尼尼微~、又干旱如旷野。
 2:15 现在何竟~、成为野兽躺卧之
 3: 6 我使他们的街道~、以致无人
该 1: 4 这殿仍然~、你们自己还住天
 1: 9 因为我的殿~、你们各人却顾
亚 7:14 他们的地就~、甚至无人来往
 7:14 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了。
玛 1: 3 使他的山岭~、把他的地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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