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怕 聖經(137次)

新約(50次)
福音書(25)
歷史書(6)
保羅書信(14)

馬太福音(9)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4)
使徒行傳(6)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4)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2)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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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5) 希伯來書(4)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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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歷史書(2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3) 士師記(1)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7) 撒母耳記下(7)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1)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9) 出埃及記(10) 利未記(2) 民數記(3) 申命記(11)
舊約(87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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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8)
詩歌智慧書(22) 約伯記(1) 詩篇(6) 箴言(14) 傳道書(1) 雅歌(0)

創 3:22 現在~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
19:19 ~這災禍臨到我、我便死了。
24:39 主人說、~女子不肯跟我來。
26: 7 ~這地方的人、為利百加的緣
26: 9 我心裏想、~我因他而死。
31:31 ~你把你的女兒從我奪去、所
38:11 ~示拉也死、像他兩個哥哥一
42: 4 去、因為雅各說、~他遭害。
44:34 ~我看見災禍臨到我父親身上
出 1:10 ~他們多起來、日後若遇甚麼
13:17 ~百姓遇見打仗後悔、就回埃
19:21 前觀看、~他們有多人死亡。
19:22 潔、~我忽然出來擊殺他們。
19:24 前、~我忽然出來擊殺他們。
20:19 神和我們說話、~我們死亡。
23:29 ~地成為荒涼、野地的獸多起
23:33 ~他們使你得罪我．你若事奉
33: 3 姓、~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
34:12 約、~成為你們中間的網羅．
利10: 7 ~你們死亡、因為耶和華的膏
19:29 ~地上的人專向淫亂、地就滿
民14:42 中間、~你們被仇敵殺敗了。
16:26 ~你們陷在他們的罪中、與他
16:34 說、~地也把我們吞下去。
申 1:42 中間、~你們被仇敵殺敗了。
 4:19 又~你向天舉目觀看、見耶和
 7:22 盡、~野地的獸多起來害你。
 8:12 ~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房
 8:17 ~你心裏說、這貨財是我力量
17:17 ~他的心偏邪．也不可為自己
20: 5 去、~他陣亡、別人去奉獻。
20: 6 家去、~他陣亡、別人去用。
20: 7 家去、~他陣亡、別人去娶。
20: 8 ~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樣
24:15 ~他因你求告耶和華、罪便歸
書 2:16 ~追趕的人碰見你們．要在那
 6:18 ~你們取了那當滅的物、就連
22:24 ~日後你們的子孫對我們的子
士18:25 ~有性暴的人攻擊你、以致你
得 4: 6 ~於我的產業有礙、你可以贖
撒上 9: 5 ~我父親不為驢挂心、反為我

13:12 ~我沒有禱告耶和華、非利士

13:19 人說、~希伯來人製造刀槍。
15: 6 ~我將你們和亞瑪力人一同殺
20: 3 ~他愁煩．我指著永生的耶和
27:11 ~他們將我們的事告訴人、說
29: 4 ~他在陣上反為我們的敵人．

撒下12:28 ~我取了這城、人就以我的名
13:25 ~使你耗費太多。押沙龍再三
14:11 ~他們滅絕我的兒子。王說、
15:14 ~他忽然來到、加害於我們、
17:17 ~被人看見．有一個使女出來
20: 6 現在~比基利的兒子示巴加害
21:17 同出戰．~熄滅以色列的燈。

王上12:26 心裏說、~這國仍歸大衛家．
18:12 ~我一離開你、耶和華的靈、

代上12:19 ~大衛拿我們的首級、歸降他
伯 1: 5 ~我兒子犯了罪、心中棄掉
詩 2:12 ~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
 7: 2 ~他們像獅子撕裂我、甚至撕
38:16 ~他們向我誇耀．我失腳的時
59:11 ~我的民忘記．主阿、你是我
106:23 忿怒轉消、~他就滅絕他們。
140: 8 計謀、~他們自高。〔細拉〕
箴 5: 9 ~將你的尊榮給別人、將你的
 5:10 ~外人滿得你的力量、你勞碌
 9: 8 ~他恨你．要責備智慧人、他
22:25 ~你效法他的行為、自己就陷
24:18 ~耶和華看見就不喜悅、將怒
25:10 ~聽見的人罵你、你的臭名就
25:16 而已．~你過飽就嘔吐出來。
25:17 的家、~他厭煩你、恨惡你。
26: 4 妄話回答他、~你與他一樣。
30: 6 ~他責備你、你就顯為說謊言
30: 9 ~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
30: 9 又~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
30:10 ~他咒詛你、你便算為有罪。
31: 5 ~喝了就忘記律例、顛倒一切
傳 7:21 上、~聽見你的僕人咒詛你。
賽 6:10 ~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
28:22 ~捆你們的綁索更結實了．因
36:18 ~希西家勸導你們說、耶和華
57:16 ~我所造的人與靈性、都必發
耶 4: 4 ~我的忿怒、因你們的惡行發

10:24 中懲治我、~使我歸於無有。
21:12 ~我的忿怒、因你們的惡行發
38:19 ~迦勒底人將我交在他們手中
太 5:25 ~他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官
 7: 6 ~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
13:15 ~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
13:29 ~薅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
15:32 們餓著回去、~在路上困乏。
17:27 但~觸犯他們、〔觸犯原文作
25: 9 ~不夠你我用的．不如你們自
26: 5 節的日子不可、~民間生亂。
27:64 ~他的門徒來把他偷了去、就
可 2:21 ~所補上的新布、帶壞了舊衣
 2:22 ~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
 4:12 ~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
13:36 ~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著
14: 2 節的日子不可、~百姓生亂。
路 8:12 把道奪去、~他們信了得救。
11:35 ~你裏頭的光、或者黑暗了。
12:58 ~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
14: 8 ~有比你尊貴的客、被他請來
14:12 ~他們也請你、你就得了報答
14:29 ~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
21:34 ~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
約 3:20 來就光、~他的行為受責備。
 5:14 犯罪、~你遭遇的更加利害。
12:42 就不承認、~被趕出會堂。
18:28 ~染了污穢、不能吃逾越節的
徒 5:39 們．~你們倒是攻擊　神了。
23:10 千夫長~保羅被他們扯碎了、
27:17 又~在賽耳底沙灘上擱了淺、
27:29 ~撞在石頭上、就從船尾拋下
27:42 囚犯殺了、~有洑水脫逃的。
28:27 ~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
羅11:25 ~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
林前 8: 9 ~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

 9:27 ~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
林後 2: 3 ~我到的時候、應該叫我快樂

 2: 5 愁、我說幾分、~說得太重。
12: 6 ~有人把我看高了、過於他在
12: 7 又~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
加 6: 1 又當自己小心、~也被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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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2: 8 ~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
 3:21 兒女的氣、~他們失了志氣。

帖前 3: 5 ~那誘惑人的到底誘惑了你們
 4:13 ~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

提前 3: 6 ~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
 3: 7 ~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
來 2: 1 見的道理、~我們隨流失去。
12:15 ~有人失了　神的恩．恐怕有
12:15 ~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
12:16 ~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

彼後 3:17 ~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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