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災禍 聖經(97次)

新約(6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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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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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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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律法書(3)
歷史書(15)

預言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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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0)
舊約(91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4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8)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3)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2)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51)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8) 詩篇(3) 箴言(2) 傳道書(1) 雅歌(0)

創19:19 恐怕這~臨到我、我便死了。
44:34 恐怕我看見~臨到我父親身上
出 8:15 但法老見~鬆緩、就硬著心不
士 2:15 耶和華都以~攻擊他們、正如
20:34 便雅憫人卻不知道~臨近了。
20:41 惶、因為看見~臨到自己了。

王上 5: 4 圍平安、沒有仇敵、沒有~。
 8:37 城邑、無論遭遇甚麼~疾病。
 9: 9 以耶和華使這一切~臨到他們
14:10 因此我必使~臨到耶羅波安的
21:21 我必使~臨到你、將你除盡、

王下 6:33 這~是從耶和華那裏來的．我
22:20 我要降與這地的一切~、你也

代下 6:28 城邑．無論遭遇甚麼~疾病．
 6:29 自覺~甚苦、向這殿舉手、無
 7:22 以耶和華使這一切~臨到他們
34:28 降與這地和其上居民的一切~
尼13:18 們　神使一切~臨到我們和這
伯 2:11 聽說有這一切的~臨到他身上
 5:19 就是七次、~也無法害你。
12: 5 安逸的人心裏藐視~．這災禍
12: 5 禍．這~常常等待滑腳的人。
21:17 何嘗發怒、向他們分散~呢。
30:26 ~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
31:23 因　神降的~、使我恐懼、因
42:11 論到耶和華所降與他的一切~
詩35: 8 願~忽然臨到他身上．願他暗
35: 8 住自己．願他落在其中遭~。
74: 9 也沒有人知道這~要到幾時呢
箴 1:33 然居住、得享安靜、不怕~。
22: 8 必收~．他逞怒的杖、也必廢
傳11: 2 不知道將來有甚麼~臨到地上
賽10: 3 有~從遠方臨到、那時、你們
31: 2 他必降~、並不反悔自己的話
45: 7 又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
耶 1:14 必有~從北方發出、臨到這地
 2: 3 ~必臨到他們．這是耶和華說
 4: 6 因我必使~、與大毀滅、從北
 5:12 ~必不臨到我們．刀劍和饑荒
 6: 1 因為有~、與大毀滅、從北方
 6:19 當聽我必使~臨到這百姓、就
11:11 我必使~臨到他們、是他們不

11:23 年、我必使~臨到亞拿突人。
15:11 ~苦難臨到的時候、我必要使
16:10 要降這大~攻擊我們呢．我們
17:17 當~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難所
17:18 使~的日子臨到他們、以加倍
18: 8 不將我想要施行的~降與他們
18:11 我造出~攻擊你們、定意刑罰
19: 3 我必使~臨到這地方、凡聽見
19:15 必使我所說的一切~臨到這城
23:12 我必使~臨到他們．這是耶和
23:17 的人說、必沒有~臨到你們。
24: 9 遭遇~、在我趕逐他們到的各
25:29 從稱為我名下的城起首施行~
25:32 必有~從這國發到那國、並有
26: 3 想要施行的~、降與他們。
26:13 悔、不將所說的~降與你們。
26:19 不把自己所說的~降與他們．
28: 8 論到爭戰、~、瘟疫的事。
29:11 不是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
32:23 因此你使這一切的~臨到他們
35:17 使我所說的一切~臨到猶大人
36: 3 聽見我想要降與他們的一切~
36:31 要使我所說的一切~臨到他們
38: 4 姓得平安、乃是叫他們受~。
42:10 因我為降與你們的~後悔了。
42:17 留、逃脫我所降與他們的~。
44: 2 和猶大各城的一切~、你們都
44:17 吃飽飯、享福樂、並不見~。
44:23 所以你們遭遇這~、正如今日
45: 5 我必使~臨到凡有血氣的．但
49:17 驚駭、又因他一切的~嗤笑。
49:37 我也必使~、就是我的烈怒、
51:60 利米將一切要臨到巴比倫的~
51:64 比倫因耶和華所要降與他的~
結 6:10 我說要使這~臨到他們身上、
14:22 要因我降給耶路撒冷的一切~
21: 7 ~要來．人心都必消化、手都
21: 7 這~臨近、必然成就．這是主
但 9:12 他使大~臨到我們、成就了警
 9:13 這一切~臨到我們身上、是照
 9:14 和華留意使這~臨到我們身上
摩 3: 6 ~若臨到一城、豈非耶和華所

 9:10 ~必追不上我們、也迎不著我
拿 3:10 不把所說的~降與他們了。
彌 1:12 因為~從耶和華那裏臨到耶路
 2: 3 我籌畫~降與這族、這禍在你
 3:11 們中間麼．~必不臨到我們。
番 1:17 我必使~臨到人身上、使他們
 3:15 在你中間、你必不再懼怕~。

帖前 5: 3 ~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
啟 9:12 第一樣~過去了、還有兩樣災
 9:12 禍過去了、還有兩樣~要來。
11:14 第二樣~過去．第三樣災禍快
11:14 災禍過去．第三樣~快到了。
22:18 將寫在這書上的~加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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