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 圣经(133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17)
历史书(3)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5)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3)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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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3)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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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历史书(6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2) 士师记(7)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4) 撒母耳记下(15) 列王记上(6) 列王记下(13) 
历代志上(4) 历代志下(6)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11) 出埃及记(5) 利未记(0) 民数记(5) 申命记(2)
旧约(110次)

以赛亚书(4)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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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6)
诗歌智慧书(9) 约伯记(3) 诗篇(4)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14:17 在沙微谷~接他、沙微谷就是
14:18 出来~接．他是至高　神的祭
18: 2 就从帐棚门口跑去~接他们、
19: 1 就起来~接、脸伏于地下拜、
24:17 仆人跑上前去~着他说、求你
24:65 这田间走来~接我们的是谁、
29:13 就跑去~接、抱着他与他亲嘴
30:16 利亚出来~接他、说、你要与
32: 6 他带着四百人、正~着你来。
33: 4 以扫跑来~接他、将他抱住、
46:29 ~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
出 4:14 现在他出来~接你、他一见你
 4:27 你往旷野去~接摩西、他就去
 7:15 你要往河边~接他、手里要拿
18: 7 摩西~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
19:17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接　神、
民22:36 就往摩押京城去~接他．这城
23: 3 或者耶和华来~见我、他指示
23: 4 　神~见巴兰、巴兰说、我预
23:15 等我往那边去~见耶和华。
31:13 首领、都出到营外~接他们。
申20: 7 尚未~娶、他可以回家去、恐
23: 4 在路上~接你们、又因他们雇
书 8:22 伏兵也出城~击艾城人．艾城
 9:11 去~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
士 4:18 雅亿出来~接西西拉、对他说
 4:22 雅亿出来~接他说、来吧、我
11:31 先从我家门出来~接我、就必
11:34 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接他
15:14 非利士人都~着喧嚷．耶和华
19: 3 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接。
20:31 便雅悯人也出来~敌、就被引

撒上 9:14 撒母耳正~着他们来、要上丘
13:10 扫罗出去~接他要问他好。
15:12 撒母耳清早起来~接扫罗．有
16: 4 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接他
17:40 的机弦、就去~那非利士人。
17:41 非利士人也渐渐的~着大卫来
17:48 ~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
17:48 大卫急忙~着非利士人、往战
18: 6 磬、歌唱跳舞、~接扫罗王。
21: 1 希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接他

25:20 面下来．亚比该就~接他们。
25:32 因为他今日使你来~接我．
25:34 你若不速速的来~接我、到明
30:21 他们出来~接大卫、并跟随的

撒下 6:20 出来~接他、说、以色列王今
10: 5 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接他们
10:17 亚兰人~着大卫摆阵、与他打
15:32 撕裂、头蒙灰尘、来~接他。
16: 1 果饼、一皮袋酒来、~接他。
18: 6 兵就出到田野~着以色列人、
19:15 要去~接王、请他过约但河。
19:16 与犹大人一同下去~接大卫王
19:17 他们都逿过约但河~接王。
19:20 今日我首先下来~接我主我王
19:24 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接王
19:25 他来到耶路撒冷~接王的时候
20: 8 亚玛撒来~接他们。那时约押
23: 9 以色列人~着上去、有跟随大
24:20 就~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

王上 2: 7 时候、他们拿食物来~接我。
 2: 8 后来却下约但河~接我、我就
 2:19 王起来~接、向他下拜、就坐
18:16 于是俄巴底去~着亚哈告诉他
18:16 诉他．亚哈就去~着以利亚。
20:27 ~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

王下 1: 3 去~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
 1: 6 有一个人~着我们来、对我们
 1: 7 ~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
 2:15 他们就来~接他、在他面前俯
 4:26 你跑去~接他、问他说、你平
 4:31 基哈西就~着以利沙回来、告
 5:21 就急忙下车~着他、说、都平
 5:26 那人下车转回~你的时候、我
 9:17 ~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
 9:18 ~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
 9:21 出去~接耶户、在耶斯列人拿
10:15 来~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
16:10 王上大马色去~接亚述王提革

代上12:17 大卫出去~接他们、对他们说
14: 8 卫．大卫听见、就出去~敌。
19: 5 他就差人去~接他们、因为他
19:17 ~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

代下14:10 与他~敌、就在玛利沙的洗法
15: 2 他出来~接亚撒、对他说、亚
19: 2 的儿子耶户出来~接约沙法王
20:16 明日你们要下去~敌．他们是
20:17 明日当出去~敌．因为耶和华
28: 9 出来~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
尼12:38 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而行
13: 2 ~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
伯 3:25 我身、我所惧怕的~我而来。
31:32 宿、却开门~接行路的人．）
39:21 他出去~接佩带兵器的人。
诗17:13 前去~敌、将他打倒．用你的
21: 3 你以美福~接他、把精金的冠
59:10 我的　神要以慈爱~接我．
79: 8 愿你的慈悲快~着我们．因为
箴 7:10 有一个妇人来~接他、是妓女
 7:15 我出来~接你、恳切求见你的
赛 7: 3 地的大路上、去~接亚哈斯．
14: 9 来~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曾
21:14 口渴的、拿饼来~接逃避的。
64: 5 你~接那欢喜行义记念你道的
耶41: 6 子以实玛利出米斯巴~接他们
51:31 送信的要互相~接、报告巴比
摩 4:12 行、你当预备~见你的　神。
 9:10 也~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
亚 2: 3 候、又有一位天使~着他来、
太 1:18 还没有~娶、马利亚就从圣灵
 8:28 从坟茔里出来~着他、极其凶
 8:34 都出来~见耶稣．既见了、就
25: 1 女、拿着灯、出去~接新郎。
25: 6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接他。
可 5: 2 的人、从坟茔里出来~着他。
14:13 ~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
路 8:27 ~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
 8:40 众人~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
 9:37 了山、就有许多人~见耶稣。
17:12 有十个长大痲疯的~面而来、
22:10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面而来．
约 4:51 他的仆人~见他、说他的儿子
11:20 就出去~接他．马利亚却仍然
11:30 子、仍在马大~接他的地方。
12:13 出去~接他、喊着说、和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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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稣行了这神迹、就去~接他。
徒10:25 哥尼流就~接他、俯伏在他脚
16:16 有一个使女~着面来、他被巫
28:15 和三馆地方~接我们．保罗见
来 7: 1 时候、就~接他、给他祝福。
 7:10 因为麦基洗德~接亚伯拉罕的
11:13 且欢喜~接、又承认自己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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