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惶 聖經(83次)

新約(1次)
福音書(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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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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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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5)
歷史書(14)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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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1)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2)
舊約(82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1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8) 但以理書(8)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3)
詩歌智慧書(18) 約伯記(10) 詩篇(8)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45: 3 回答、因為在他面前都驚~。
出15:15 那時以東的族長驚~、摩押的
利26:16 我必命定驚~、叫眼目乾癟、
申 1:21 業．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31: 8 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書 1: 9 也不要驚~、因為你無論往那
 8: 1 也不要驚~．你起來率領一切
10:25 也不要驚~、應當剛強壯膽．
士20:41 便雅憫人就甚驚~、因為看見
撒上14:20 人用刀互相擊殺、大大~亂。

17:11 這些話、就驚~、極其害怕。
撒下 4: 1 發軟．以色列眾人也都驚~。

17: 2 使他驚~．跟隨他的民、必都
王下19:26 驚~羞愧．他們像野草、像青
代上22:12 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28:20 也不要驚~．因為耶和華　神
代下20:15 驚~、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

20:17 也不要驚~．明日當出去迎敵
斯 7: 6 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驚~
伯 4: 5 就昏迷．挨近你、你便驚~。
 9:34 杖離開我、不使驚~威嚇我．
13:21 身．又不使你的驚~威嚇我。
20:25 中出來．有驚~臨在他身上。
21: 6 思想、心就驚~、渾身戰兢。
22:10 繞你、有恐懼忽然使你驚~．
23:15 所以我在他面前驚~、我思念
23:16 使我喪膽、全能者使我驚~。
39:20 蟲麼．他噴氣之威使人驚~。
39:22 並不驚~、也不因刀劍退回。
詩 6: 3 我心也大大的驚~。耶和華阿
 6:10 大大驚~．他們必要退後、忽
30: 7 穩固．你掩了面、我就驚~。
55: 4 是疼痛．死的驚~臨到我身。
77:16 一見就都驚~．深淵也都戰抖
83:17 願他們永遠羞愧驚~．願他們
90: 7 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
104:29 他們便驚~．你收回他們的氣
賽13: 8 他們必驚~悲痛．愁苦必將他
20: 5 所誇耀的埃及、驚~羞愧。
21: 3 不能聽．我驚~甚至不能看。
30:31 亞述人必因耶和華的聲音驚~
31: 4 他總不因他們的聲音驚~、也

31: 9 必因大旗驚~．這是那有火在
37:27 驚~羞愧．他們像野草、像青
41:10 不要驚~、因為我是你的　神
51: 7 罵、也不要因人的毀謗驚~．
耶 1:17 不要因他們驚~、免得我使你
 1:17 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
 8: 9 驚~、被擒拿．他們棄掉耶和
 8:15 癒的時候、不料、受了驚~．
 8:21 傷．我哀痛．驚~將我抓住。
10: 2 也不要為天象驚~．因列國為
10: 2 象驚惶．因列國為此事驚~。
14:19 指望痊癒、不料、受了驚~。
17:18 使他們驚~、卻不要使我驚惶
17:18 卻不要使我驚~、使災禍的日
23: 4 不再驚~、也不缺少一個．這
30:10 不要驚~．因我要從遠方拯救
46: 5 為何看見他們驚~轉身退後呢
46:27 不要驚~。因我要從遠方拯救
49:37 仇敵和尋索其命的人面前驚~
50: 2 米羅達驚~．巴比倫的神像都
50: 2 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驚~。
50:36 臨到他的勇士、他們就驚~。
結 2: 6 也不要因他們的臉色驚~。
 3: 9 也不要因他們的臉色驚~。
 4:16 喝水也要按制子、驚~而喝．
 4:17 彼此驚~、因自己的罪孽消滅
12:18 飯必膽戰、喝水必~惶憂慮。
12:18 飯必膽戰、喝水必惶~憂慮。
12:19 喝水必驚~．因其中居住的眾
26:18 島見你歸於無有、就都驚~。
但 4: 5 並腦中的異象、使我驚~．
 4:19 心意驚~。王說、伯提沙撒阿
 4:19 不要因夢和夢的講解驚~。伯
 5: 6 心意驚~、腰骨好像脫節、雙
 5: 9 伯沙撒王就甚驚~、臉色改變
 5:10 你心意不要驚~、臉面不要變
 7:15 煩、我腦中的異象使我驚~。
 7:28 心中甚是驚~、臉色也改變了
俄 1: 9 你的勇士必驚~、甚至以掃山
亞12: 4 我必使一切馬匹驚~、使騎馬
路21: 9 不要驚~．因為這些事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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