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忽 圣经(95次)

新约(39次)
福音书(22)
历史书(12)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9)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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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忽 hū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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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历史书(7)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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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4) 申命记(1)
旧约(56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21)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6) 诗篇(5) 箴言(4) 传道书(1) 雅歌(0)

创15:12 ~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
出19:22 恐怕我~然出来击杀他们。
19:24 恐怕我~然出来击杀他们。
利22: 9 免得轻~了、因此担罪而死．
民 6: 9 若在他旁边~然有人死了、以
12: 4 耶和华~然对摩西、亚伦、米
14:10 ~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
35:22 ~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
申32:18 你轻~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
得 3: 8 那人~然惊醒、翻过身来、不
撒上23:27 ~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
撒下15:14 恐怕他~然来到、加害于我们

17: 2 我~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
王下 2:11 ~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13:21 ~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
代下26:19 面前、额上~然发出大痲疯。
伯 1:15 示巴人~然闯来、把牲畜掳去
 1:17 ~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
 5: 3 根．但我~然咒诅他的住处。
 9:23 若~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戏笑
22:10 绕你、有恐惧~然使你惊惶．
22:16 ~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
诗 6:10 他们必要退后、~然羞愧。
35: 8 愿灾祸~然临到他身上．愿他
55:15 愿死亡~然临到他们．愿他们
64: 4 他们~然射他、并不惧怕。
64: 7 射他们．他们~然被箭射伤。
箴 3:25 ~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
 6:15 所以灾难必~然临到他身．他
19:16 命．轻~己路的、必致死亡。
24:22 必~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
传 9:12 祸患~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
赛29: 5 这事必顷刻之间、~然临到。
30:13 高墙、顷刻之间、~然坍塌。
47:11 的毁灭、也必~然临到你身。
48: 3 的、我~然行作、事便成就。
耶 3: 9 因以色列轻~了他的淫乱、和
 4:20 ~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
 6:14 他们轻轻~忽的医治我百姓的
 6:14 他们轻轻忽~的医治我百姓的
 6:26 因为灭命的要~然临到我们。
 8:11 他们轻轻~忽的医治我百姓的

 8:11 他们轻轻忽~的医治我百姓的
15: 8 使痛苦惊吓~然临到他身上。
15: 9 日头~落．他抱愧蒙羞．其余
18:22 你使敌军~然临到他们的时候
51: 8 巴比伦~然倾覆毁坏．要为他
结 9: 2 ~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
24:16 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然取去
但 5: 5 当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
 8:15 ~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
10:10 ~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
10:13 ~然有大君〔就是天使长二十
摩 5: 9 他使力强的~遭灭亡、以致保
哈 2: 7 咬伤你的岂不~然起来、扰害
玛 3: 1 必~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
太 2: 9 ~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
 3:16 天~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
 8:24 海里~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
 8:32 全群~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
17: 3 ~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
17: 5 ~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
27:51 ~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
28: 2 ~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
28: 9 ~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
可 4:37 ~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
 9: 4 ~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
 9: 8 门徒~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
13:36 恐怕他~然来到、看见你们睡
14:43 ~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
路 2:13 ~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
 8:23 湖上~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
 9:30 ~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
 9:39 就~然喊叫．鬼又叫他抽疯、
21:34 日子就如同网罗~然临到你们
24: 4 ~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
24:31 认出他来．~然耶稣不见了。
约 6:18 ~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
徒 1:10 ~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
 2: 2 ~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
 4: 1 官、并撒都该人、~然来了．
 6: 1 天天的供给上~略了他们的寡
 6:12 就~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
 9: 3 ~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10:30 ~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
12: 7 ~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
16:26 ~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
19:27 也要被人轻~、连亚西亚全地
22: 6 ~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
28: 6 或是~然仆倒死了．看了多时

林后 1:17 情欲起的、叫我~是忽非么。
 1:17 情欲起的、叫我忽是~非么。

帖前 5: 3 灾祸~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
提前 4:14 你不要轻~所得的恩赐、就是
来 2: 3 我们若~略这么大的救恩、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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