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納 聖經(104次)

新約(40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3)
保羅書信(22)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3)
羅馬書(8)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8)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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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2)

納 nà

普通書信(4) 希伯來書(3)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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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歷史書(12)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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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4)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3)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64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10) 何西阿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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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6)

大先知書(11)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2) 詩篇(6) 箴言(1) 傳道書(2) 雅歌(0)

創 4: 7 豈不蒙悅~、你若行得不好、
32:20 再見他的面、或者他容~我。
33:10 　神的面、並且你容~了我。
47:24 你們要把五分之一~給法老、
出 5:18 給你們的、磚卻要如數交~。
28:38 他們可以在耶和華面前蒙悅~
利 1: 3 可以在耶和華面前蒙悅~。
 1: 4 燔祭便蒙悅~、為他贖罪。
 7:18 這祭必不蒙悅~、人所獻的也
19: 5 華的時候、要獻得可蒙悅~。
19: 7 就為可憎惡的、必不蒙悅~．
22:19 是山羊獻上、如此方蒙悅~。
22:20 不可獻上、因為這不蒙悅~。
22:21 必純全無殘疾的、才蒙悅~。
22:23 上、用以還願、卻不蒙悅~。
22:25 有損壞、有殘疾、不蒙悅~。
22:27 可以當供物蒙悅~、作為耶和
22:29 給耶和華、要獻得可蒙悅~。
23:11 使你們得蒙悅~．祭司要在安
申33:11 悅~他手裏所辦的事．那些起
士13:23 不從我們手裏收~燔祭和素祭
撒上17:25 列人中、免他父家~糧當差。

26:19 願耶和華收~祭物．若是人激
撒下24:23 願耶和華你的　神悅~你。
王下12: 4 或各人當~的身價、或樂意奉
代下17:11 ~貢銀．亞拉伯人也送他公綿

24: 5 使以色列眾人捐~銀子、每年
拉 4:13 課、~稅、終久王必受虧損．
 4:20 就給他們進貢、交課、~稅。
 7:24 可叫他們進貢、交課、~稅。
尼 5: 4 葡萄園、借了錢、給王~稅。
斯 3: 9 管國帑的人、~入王的府庫．
伯42: 8 我因悅~他、就不按你們的愚
42: 9 的去行、耶和華就悅~約伯。
詩 6: 9 求．耶和華必收~我的禱告。
19:14 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
20: 3 獻、悅~你的燔祭．〔細拉〕
49:15 柄、因他必收~我。〔細拉〕
69:13 但我在悅~的時候、向你耶和
119:108求你悅~我口中的讚美為供物
箴21: 3 平、比獻祭更蒙耶和華悅~。
傳 4:13 勝過年老不肯~諫的愚昧王。

 9: 7 因為　神已經悅~你的作為。
賽49: 8 在悅~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
56: 7 在我壇上必蒙悅~．因我的殿
58: 5 禁食為耶和華所悅~的日子麼
60: 7 在我壇上必蒙悅~．我必榮耀
耶 6:20 你們的燔祭不蒙悅~、你們的
14:10 所以耶和華不悅~他們．現今
14:12 我也不悅~．我卻要用刀劍、
結20:40 我要在那裏悅~你們、向你們
20:41 那時我必悅~你們好像馨香之
43:27 我必悅~你們．這是主耶和華
但 4:27 求你悅~我的諫言、以施行公
何 8:13 耶和華卻不悅~他們．現在必
 9: 4 也不蒙悅~．他們的祭物、必
14: 2 悅~善行、這樣、我們就把嘴
摩 5:22 我卻不悅~．也不顧你們用肥
瑪 1:10 也不從你們手中收~供物。
 1:13 我豈能從你們手中收~呢．這
 2:13 也不樂意從你們手中收~。
 3: 4 必蒙耶和華悅~、彷彿古時之
 3: 8 就是你們在當~的十分之一、
 3:10 你們要將當~的十分之一、全
太17:24 你們的先生不~丁稅麼。〔丁
17:25 ~。他進了屋子、耶穌先向他
22:17 ~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可12:14 道．~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12:15 我們該~不該納。耶穌知道他
12:15 我們該納不該~。耶穌知道他
路 4:19 報告　神悅~人的禧年。』
 4:24 有先知在自己家鄉被人悅~的
20:10 他們把園中當~的果子交給他
20:22 我們~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23: 2 禁止~稅給該撒、並說自己是
徒 2: 6 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悶．
10:35 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
28: 7 他接~我們、盡情款待三日。
羅11:15 他們被收~、豈不是死而復生
13: 6 你們~糧、也為這個緣故．因
14: 1 你們要接~、但不要辯論所疑
14: 3 人．因為　神已經收~他了。
15: 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如同基
15: 7 如同基督接~你們一樣、使榮

15:16 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
15:31 所辦的捐項、可蒙聖徒悅~．

林後 6: 2 在悅~的時候、我應允了你．
 6: 2 現在正是悅~的時候、現在正
 6:17 不潔淨的物、我就收~你們。
 7: 2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我們．我
 8:12 必蒙悅~、乃是照他所有的、
10:18 因為蒙悅~的、不是自己稱許
11:16 也要把我當作愚妄人接~、叫
13: 7 這不是要顯明我們是蒙悅~的
腓 4:18 為　神所收~所喜悅的祭物。
提前 2: 3 在　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

 5: 4 因為這在　神面前是可悅~的
多 3:13 你要趕緊給律師西~、和亞波
門 1:17 就收~他、如同收納我一樣。
 1:17 就收納他、如同收~我一樣。
來 7: 6 倒收~亞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7: 9 是藉著亞伯拉罕~了十分之一
12: 6 又鞭打凡所收~的兒子。』

彼前 2: 5 穌基督奉獻　神所悅~的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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