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來 聖經(112次)

新約(30次)
福音書(25)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16)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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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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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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40)
歷史書(30)

預言書(2)

約書亞記(11)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5)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3)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8) 出埃及記(4) 利未記(8) 民數記(17) 申命記(3)
舊約(82次)

以賽亞書(5)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2)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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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9)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0) 詩篇(1)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18:23 亞伯拉罕近~說、無論善惡、
27:21 你近~、我摸摸你、知道你真
27:26 說、我兒、你上~與我親嘴。
33: 6 兩個使女和他們的孩子~下拜
33: 7 利亞和他的孩子也~下拜．隨
33: 7 隨後約瑟和拉結也~下拜。
45: 4 請你們近~、他們就近前來．
45: 4 他們就近~．他說、我是你們
出 3: 5 不要近~、當把你腳上的鞋脫
12:48 然後才容他~遵守、他也就像
34:32 隨後以色列眾人都近~、他就
36: 2 而且受感~作這工的、摩西把
利 7:35 叫他們~給耶和華供祭司職分
 9: 5 全會眾都近~、站在耶和華面
10: 4 上~把你們的親屬從聖所前抬
10: 5 於是二人上~、把他們穿著袍
21:17 都不可近~獻他　神的食物．
21:20 是損壞腎子的、都不可近~。
21:21 都不可近~、將火祭獻給耶和
21:21 疾、不可近~獻　神的食物。
民 1:51 豎起．近~的外人必被治死。
 3: 6 你使利未支派近~、站在祭司
 3:10 職任．近~的外人必被治死。
 3:38 的．近~的外人、必被治死。
 4: 3 凡~任職在會幕裏辦事的、全
 4:23 凡~任職在會幕裏辦事的、全
 4:30 凡~任職在會幕裏辦事的、你
 4:35 凡~任職在會幕裏辦事的、都
 4:39 凡~任職在會幕裏辦事的、共
 4:43 凡~任職在會幕裏辦事的、共
 4:47 凡~任職在會幕裏作抬物之工
 5:16 祭司要使那婦人近~、站在耶
 8:24 他們要~任職、辦會幕的事。
16:40 不得近~、在耶和華面前燒香
18: 2 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使他
27: 1 曷拉、密迦、得撒。他們~、
31:48 長、百夫長、都近~見摩西、
申 4:11 那時你們近~、站在山下、山
21: 5 祭司利未的子孫要近~、因為
25:11 這人的妻近~、要救他丈夫脫
書 3: 9 你們近~、聽耶和華你們　神
 7:14 你們要按著支派近~．耶和華

 7:14 要按著宗族近~．耶和華所取
 7:14 要按著家室近~．耶和華所取
 7:14 按著人丁、一個一個地近~。
 7:16 使以色列人按著支派近~．取
 7:17 近~、就取了謝拉的宗族．使
 7:17 一個一個地近~．取出來的、
 7:18 一個一個地近~、就取出猶大
10:24 你們近~、把腳踏在這些王的
10:24 他們就近~、把腳踏在這些王

撒上 7:10 非利士人~要與以色列人爭戰
10:20 母耳使以色列眾支派近~掣籤
10:21 又使便雅憫支派按著宗族近~
17:48 迎著大衛~．大衛急忙迎著非
30:21 跟隨的人．大衛~問他們安。

撒下15: 5 若有人近~要拜押沙龍、押沙
20:16 請約押近~、我好與他說話。
20:17 約押就近~．婦人問他說、你
21:10 夜間不讓田野的走獸~糟踐。
24:20 見王和他臣僕~、就迎接出去

王上18:21 以利亞~、對眾民說、你們心
18:36 先知以利亞近~、說、亞伯拉
22:24 基拿拿的兒子西底家~、打米

王下 4:27 基哈西~要推開他、神人說、
 5:13 他的僕人進~、對他說、我父
16:12 見壇．就近~、在壇上獻祭．

代下18:23 的兒子西底家~打米該雅的臉
28:15 使被擄的人~、其中有赤身的
29:31 就要~把祭物和感謝祭奉到耶
詩27: 2 ~吃我肉的時候、就絆跌仆倒
賽34: 1 要近~聽．眾民哪、要側耳而
41: 1 都要近~才可以說話．我們可
41: 5 怕、地極也都戰兢、就近~。
45:20 要一同聚集~．那些抬著雕刻
57: 3 姦夫和妓女的種子、都要~。
耶42: 1 最小的、到至大的、都進~、
結 9: 1 人、手中各拿滅命的兵器~。
40:46 的子孫、近~事奉耶和華的。
但 3: 8 迦勒底人、進~控告猶大人．
珥 3: 9 激動勇士．使一切戰士上~。
番 2: 1 未到以先、你們應當聚集~。
太 4: 3 那試探人的進~、對他說、你
 8: 5 有一個百夫長進~、求他說、

13:10 門徒進~、問耶穌說、對眾人
13:36 他的門徒進~說、請把田間稗
14:15 門徒進~說、這是野地、時候
15:12 門徒進~對他說、法利賽人聽
15:23 門徒進~、求他說、這婦人在
17: 7 耶穌進~、摸他們說、起來、
18: 1 門徒進~、問耶穌說、天國裏
18:21 那時彼得進~、對耶穌說、主
20:20 同他兩個兒子上~、拜耶穌、
24: 1 門徒進~、把殿宇指給他看。
26:60 著實據。末後有兩個人~說、
26:69 有一個使女~說、你素來也是
26:73 旁邊站著的人~、對彼得說．
28:18 耶穌進~、對他們說、天上地
可 6:35 門徒進~說、這是野地、天已
10:35 約翰進~、對耶穌說、夫子、
11:27 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進~、
15:43 有亞利馬太的約瑟~、他是尊
路 2:38 他進~稱謝　神、將孩子的事
10:40 就進~說、主阿、我的妹子留
14: 9 那請你們的人~對你說、讓座
20: 1 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上~、
約19:39 藥、和沉香、約有一百斤~。
徒24: 7 千夫長呂西亞~甚是強橫從我
提後 4:16 沒有人~幫助、竟都離棄我．
來10: 1 物、叫那近~的人得以完全。
啟 5: 7 這羔羊~、從坐寶座的右手裏
17: 1 有一位~對我說、你到這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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