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涼 聖經(123次)

新約(0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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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涼 huāng liá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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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7)
歷史書(4)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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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1) 利未記(4)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123次)

以賽亞書(24) 耶利米書(28)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29) 但以理書(6)
小先知書(18) 何西阿書(0) 約珥書(4)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3)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4) 哈該書(2)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89)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1) 詩篇(4)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47:19 不至死亡、地土也不至~。
出23:29 恐怕地成為~、野地的獸多起
利26:22 使你們的人數減少、道路~。
26:31 我要使你們的城邑變為~、使
26:33 荒場、你們的城邑要變為~。
26:34 你們的地~要享受眾安息、正
申32:10 遇見他在曠野~野獸吼叫之地
王下19:17 果然使列國和列國之地變為~
代下36:21 因為地土~便守安息、直滿了
尼 2: 3 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城
 2:17 耶路撒冷怎樣~、城門被火焚
伯15:28 他曾住在~城邑、無人居住將
詩46: 8 華的作為、看他使地怎樣~。
73:19 成了何等的~．他們被驚恐滅
74: 3 求你舉步去看那日久~之地、
109:10 飯、從他們~之處出來求食。
賽 1: 7 你們的地土已經~．你們的城
 1: 7 既被外邦人傾覆、就成為~。
 3:26 傷、哀號．他必~坐在地上。
 5: 9 的房屋、成為~、無人居住。
 6:11 直到城邑~、無人居住、房屋
 6:11 房屋空閒無人、地土極其~．
 7:19 落在~的谷內、磐石的穴裏、
13: 9 使這地~、從其中除滅罪人。
17: 9 人撇棄的．這樣、地就~了。
23:13 毀推羅的宮殿、使他成為~。
24: 1 變為~．又翻轉大地、將居民
24: 3 盡都~．因為這話是耶和華說
24:10 ~的城拆毀了．各家關門閉戶
24:12 城中只有~、城門拆毀淨盡。
33: 8 大路~、行人止息．敵人背約
37:18 使列國、和列國之地變為~．
45:18 並非使地~、是要給人居住．
49: 8 遍地、使人承受~之地為業。
51:19 ~、毀滅、饑荒、刀兵、這幾
54: 3 業、又使~的城邑有人居住。
59: 7 罪孽．所經過的路都~毀滅。
60:18 境內不再聽見~毀滅的事．你
61: 4 淒涼之處、重修歷代~之城。
62: 4 你的地也不再稱為~的、你卻
耶 2:15 使他的地~、城邑也都焚燒、
 4: 7 要使你的地~、使你的城邑變

 4:27 全地必然~、我卻不毀滅淨盡
 6: 8 免得我使你~、成為無人居住
10:22 變為~、成為野狗的住處。
12:10 使我美好的分變為~的曠野。
12:11 他們使地~．地既荒涼、便向
12:11 地既~、便向我悲哀．全地荒
12:11 悲哀．全地~、因無人介意。
25: 9 並且永久~．這是耶和華說的
25:11 這全地必然~、令人驚駭．這
25:12 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
25:18 使這城邑~、令人驚駭、嗤笑
32:43 這地是~、無人民、無牲畜、
33:10 但在這~無人民無牲畜的猶大
44: 2 那些城邑今日~、無人居住．
44:22 所以你們的地~、令人驚駭、
48: 3 從何羅念有喊~大毀滅的哀聲
48: 9 他的城邑必至~、無人居住。
49:13 並且~．他的一切城邑、必變
49:20 拉去、定要使他們的居所~。
50: 3 使他的地~、無人居住．連人
50:13 要全然~．凡經過巴比倫的、
50:23 巴比倫在列國中、何竟~。
50:45 拉去、定要使他們的居所~。
51:26 你必永遠~．這是耶和華說的
51:29 使巴比倫之地~、無人居住。
51:62 有在這裏居住的、必永遠~。
哀 1: 7 敵人看見、就因他的~嗤笑。
 5:18 錫安山~、野狗〔或作狐狸〕
結 5:14 的眾人眼前、成了~和羞辱。
 6: 4 你們的祭壇必然~、你們的日
 6:14 極其~．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14:15 使地~、以致因這些獸、人都
14:16 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
15: 8 我必使地土~、因為他們行事
25: 3 以色列地變~、猶大家被擄掠
25:13 下、地要變為~、直到底但。
26:19 我使你變為~、如無人居住的
26:20 同在地的深處久已~之地居住
29:12 必使埃及地在~的國中成為荒
29:12 使埃及地在荒涼的國中成為~
30: 7 埃及地在~的國中、必成為荒
30: 7 必成為~．埃及城在荒廢的城

30:14 我必使巴忒羅~、在瑣安中使
33:28 我必使這地~、令人驚駭．他
33:28 以色列的山都必~、無人經過
33:29 他們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
35: 3 攻擊你、使你~、令人驚駭。
35: 7 我必使西珥山~、令人驚駭．
35: 9 我必使你永遠~、使你的城邑
35:12 這些山~、是歸我們吞滅的。
35:14 地歡樂的時候、我必使你~。
35:15 樣因以色列家的地業~而喜樂
35:15 你和以東全地必都~、你們就
36: 3 因為敵人使你~、四圍吞吃、
36:38 ~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滿．他們
38: 8 到以色列常久~的山上．但那
38:12 手攻擊那從前~現在有人居住
但 9: 2 論耶路撒冷~的年數、七十年
 9:17 為自己使臉光照你~的聖所。
 9:18 眷顧我們~之地、和稱為你名
 9:26 一直到底、~的事已經定了。
 9:27 或作使地~的〕如飛而來、並
 9:27 或作傾在那~之地〕直到所定
珥 1:10 田~、地悲哀．因為五穀毀壞
 1:17 倉也~、廩也破壞．因為五穀
 2: 3 成了~的曠野．沒有一樣能躲
 3:19 埃及必然~、以東變為悽涼的
彌 6:13 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惡~。
 6:16 我必使你~、使你的居民令人
 7:13 因他們行事的結果、必然~。
鴻 2:10 尼尼微現在空虛~、人心消化
 3: 7 尼尼微~了．有誰為你悲傷呢
番 2: 4 亞實基倫必然~．人在正午必
 2:13 使尼尼微~、又乾旱如曠野。
 2:15 現在何竟~、成為野獸躺臥之
 3: 6 我使他們的街道~、以致無人
該 1: 4 這殿仍然~、你們自己還住天
 1: 9 因為我的殿~、你們各人卻顧
亞 7:14 他們的地就~、甚至無人來往
 7:14 因為他們使美好之地~了。
瑪 1: 3 使他的山嶺~、把他的地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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