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忽 聖經(95次)

新約(39次)
福音書(22)
歷史書(12)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9)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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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忽 h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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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9)
歷史書(7)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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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4) 申命記(1)
舊約(56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1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1)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6) 詩篇(5) 箴言(4) 傳道書(1) 雅歌(0)

創15:12 ~然有驚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
出19:22 恐怕我~然出來擊殺他們。
19:24 恐怕我~然出來擊殺他們。
利22: 9 免得輕~了、因此擔罪而死．
民 6: 9 若在他旁邊~然有人死了、以
12: 4 耶和華~然對摩西、亞倫、米
14:10 ~然耶和華的榮光、在會幕中
35:22 ~然將人推倒、或是沒有埋伏
申32:18 你輕~生你的磐石、忘記產你
得 3: 8 那人~然驚醒、翻過身來、不
撒上23:27 ~有使者來報告掃羅、說、非
撒下15:14 恐怕他~然來到、加害於我們

17: 2 我~然追上他、使他驚惶．跟
王下 2:11 ~有火車火馬、將二人隔開、

13:21 ~然看見一群人、就把死人拋
代下26:19 面前、額上~然發出大痲瘋。
伯 1:15 示巴人~然闖來、把牲畜擄去
 1:17 ~然闖來、把駱駝擄去、並用
 5: 3 根．但我~然咒詛他的住處。
 9:23 若~然遭殺害之禍、他必戲笑
22:10 繞你、有恐懼~然使你驚惶．
22:16 ~然除滅．根基毀壞、好像被
詩 6:10 他們必要退後、~然羞愧。
35: 8 願災禍~然臨到他身上．願他
55:15 願死亡~然臨到他們．願他們
64: 4 他們~然射他、並不懼怕。
64: 7 射他們．他們~然被箭射傷。
箴 3:25 ~然來的驚恐、不要害怕．惡
 6:15 所以災難必~然臨到他身．他
19:16 命．輕~己路的、必致死亡。
24:22 必~然而起．耶和華與君王所
傳 9:12 禍患~然臨到的時候、世人陷
賽29: 5 這事必頃刻之間、~然臨到。
30:13 高牆、頃刻之間、~然坍塌。
47:11 的毀滅、也必~然臨到你身。
48: 3 的、我~然行作、事便成就。
耶 3: 9 因以色列輕~了他的淫亂、和
 4:20 ~然毀壞、我的幔子、頃刻破
 6:14 他們輕輕~忽的醫治我百姓的
 6:14 他們輕輕忽~的醫治我百姓的
 6:26 因為滅命的要~然臨到我們。
 8:11 他們輕輕~忽的醫治我百姓的

 8:11 他們輕輕忽~的醫治我百姓的
15: 8 使痛苦驚嚇~然臨到他身上。
15: 9 日頭~落．他抱愧蒙羞．其餘
18:22 你使敵軍~然臨到他們的時候
51: 8 巴比倫~然傾覆毀壞．要為他
結 9: 2 ~然有六個人、從朝北的上門
24:16 要將你眼目所喜愛的~然取去
但 5: 5 當時~有人的指頭顯出、在王
 8:15 ~有一位形狀像人的、站在我
10:10 ~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
10:13 ~然有大君〔就是天使長二十
摩 5: 9 他使力強的~遭滅亡、以致保
哈 2: 7 咬傷你的豈不~然起來、擾害
瑪 3: 1 必~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
太 2: 9 ~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
 3:16 天~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
 8:24 海裏~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
 8:32 全群~然闖下山崖、投在海裏
17: 3 ~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
17: 5 ~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
27:51 ~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
28: 2 ~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使
28: 9 ~然耶穌遇見他們、說、願你
可 4:37 ~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
 9: 4 ~然有以利亞同摩西向他們顯
 9: 8 門徒~然周圍一看、不再見一
13:36 恐怕他~然來到、看見你們睡
14:43 ~然那十二個門徒裏的猶大來
路 2:13 ~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
 8:23 湖上~然起了暴風、船將滿了
 9:30 ~然有摩西以利亞兩個人、同
 9:39 就~然喊叫．鬼又叫他抽瘋、
21:34 日子就如同網羅~然臨到你們
24: 4 ~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
24:31 認出他來．~然耶穌不見了。
約 6:18 ~然狂風大作、海就翻騰起來
徒 1:10 ~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
 2: 2 ~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
 4: 1 官、並撒都該人、~然來了．
 6: 1 天天的供給上~略了他們的寡
 6:12 就~然來捉拿他、把他帶到公
 9: 3 ~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

10:30 ~然有一個人、穿著光明的衣
12: 7 ~然有主的一個使者、站在旁
16:26 ~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
19:27 也要被人輕~、連亞西亞全地
22: 6 ~然從天上發大光、四面照著
28: 6 或是~然仆倒死了．看了多時

林後 1:17 情慾起的、叫我~是忽非麼。
 1:17 情慾起的、叫我忽是~非麼。

帖前 5: 3 災禍~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
提前 4:14 你不要輕~所得的恩賜、就是
來 2: 3 我們若~略這麼大的救恩、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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