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怕 圣经(137次)

新约(50次)
福音书(25)
历史书(6)
保罗书信(14)

马太福音(9) 马可福音(5)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4)
使徒行传(6)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4)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2)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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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5) 希伯来书(4)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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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历史书(2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3) 士师记(1)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7) 撒母耳记下(7)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0) 历代
志上(1)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9) 出埃及记(10) 利未记(2) 民数记(3) 申命记(11)
旧约(8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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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8)
诗歌智慧书(22) 约伯记(1) 诗篇(6) 箴言(14) 传道书(1) 雅歌(0)

创 3:22 现在~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
19:19 ~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
24:39 主人说、~女子不肯跟我来。
26: 7 ~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
26: 9 我心里想、~我因他而死。
31:31 ~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
38:11 ~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
42: 4 去、因为雅各说、~他遭害。
44:34 ~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出 1:10 ~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
13:17 ~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
19:21 前观看、~他们有多人死亡。
19:22 洁、~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19:24 前、~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20:19 神和我们说话、~我们死亡。
23:29 ~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
23:33 ~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事奉
33: 3 姓、~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34:12 约、~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
利10: 7 ~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
19:29 ~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
民14:42 中间、~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16:26 ~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
16:34 说、~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申 1:42 中间、~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4:19 又~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
 7:22 尽、~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
 8:12 ~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
 8:17 ~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
17:17 ~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
20: 5 去、~他阵亡、别人去奉献。
20: 6 家去、~他阵亡、别人去用。
20: 7 家去、~他阵亡、别人去娶。
20: 8 ~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
24:15 ~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
书 2:16 ~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
 6:18 ~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
22:24 ~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
士18:25 ~有性暴的人攻击你、以致你
得 4: 6 ~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
撒上 9: 5 ~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

13:12 ~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

13:19 人说、~希伯来人制造刀枪。
15: 6 ~我将你们和亚玛力人一同杀
20: 3 ~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
27:11 ~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
29: 4 ~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

撒下12:28 ~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
13:25 ~使你耗费太多。押沙龙再三
14:11 ~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王说、
15:14 ~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
17:17 ~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
20: 6 现在~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
21:17 同出战．~熄灭以色列的灯。

王上12:26 心里说、~这国仍归大卫家．
18:12 ~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

代上12:19 ~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
伯 1: 5 ~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
诗 2:12 ~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7: 2 ~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
38:16 ~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
59:11 ~我的民忘记．主阿、你是我
106:23 忿怒转消、~他就灭绝他们。
140: 8 计谋、~他们自高。〔细拉〕
箴 5: 9 ~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
 5:10 ~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
 9: 8 ~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
22:25 ~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
24:18 ~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
25:10 ~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
25:16 而已．~你过饱就呕吐出来。
25:17 的家、~他厌烦你、恨恶你。
26: 4 妄话回答他、~你与他一样。
30: 6 ~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
30: 9 ~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
30: 9 又~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
30:10 ~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
31: 5 ~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
传 7:21 上、~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
赛 6:10 ~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
28:22 ~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
36:18 ~希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
57:16 ~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
耶 4: 4 ~我的忿怒、因你们的恶行发

10:24 中惩治我、~使我归于无有。
21:12 ~我的忿怒、因你们的恶行发
38:19 ~迦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
太 5:25 ~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
 7: 6 ~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
13:15 ~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
13:29 ~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15:32 们饿着回去、~在路上困乏。
17:27 但~触犯他们、〔触犯原文作
25: 9 ~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
26: 5 节的日子不可、~民间生乱。
27:64 ~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
可 2:21 ~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
 2:22 ~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
 4:12 ~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13:36 ~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
14: 2 节的日子不可、~百姓生乱。
路 8:12 把道夺去、~他们信了得救。
11:35 ~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
12:58 ~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
14: 8 ~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
14:12 ~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
14:29 ~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
21:34 ~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
约 3:20 来就光、~他的行为受责备。
 5:14 犯罪、~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12:42 就不承认、~被赶出会堂。
18:28 ~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
徒 5:39 们．~你们倒是攻击　神了。
23:10 千夫长~保罗被他们扯碎了、
27:17 又~在赛耳底沙滩上搁了浅、
27:29 ~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
27:42 囚犯杀了、~有洑水脱逃的。
28:27 ~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
罗11:25 ~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
林前 8: 9 ~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

 9:27 ~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
林后 2: 3 ~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

 2: 5 愁、我说几分、~说得太重。
12: 6 ~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
12: 7 又~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
加 6: 1 又当自己小心、~也被引诱。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恐怕 kǒng pà

http://www.abibletool.com


恐怕 kǒng pà

西 2: 8 ~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
 3:21 儿女的气、~他们失了志气。

帖前 3: 5 ~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
 4:13 ~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

提前 3: 6 ~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
 3: 7 ~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
来 2: 1 见的道理、~我们随流失去。
12:15 ~有人失了　神的恩．恐怕有
12:15 ~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
12:16 ~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

彼后 3:17 ~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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