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 聖經(133次)

新約(23次)
福音書(17)
歷史書(3)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5)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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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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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3) 希伯來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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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23)
歷史書(6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2) 士師記(7)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4) 撒母耳記下(15) 列王記上(6) 列王記下(13) 
歷代志上(4)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1) 出埃及記(5) 利未記(0) 民數記(5) 申命記(2)
舊約(110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3)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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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6)
詩歌智慧書(9) 約伯記(3) 詩篇(4)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14:17 在沙微谷~接他、沙微谷就是
14:18 出來~接．他是至高　神的祭
18: 2 就從帳棚門口跑去~接他們、
19: 1 就起來~接、臉伏於地下拜、
24:17 僕人跑上前去~著他說、求你
24:65 這田間走來~接我們的是誰、
29:13 就跑去~接、抱著他與他親嘴
30:16 利亞出來~接他、說、你要與
32: 6 他帶著四百人、正~著你來。
33: 4 以掃跑來~接他、將他抱住、
46:29 ~接他父親以色列．及至見了
出 4:14 現在他出來~接你、他一見你
 4:27 你往曠野去~接摩西、他就去
 7:15 你要往河邊~接他、手裏要拿
18: 7 摩西~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
19:17 摩西率領百姓出營~接　神、
民22:36 就往摩押京城去~接他．這城
23: 3 或者耶和華來~見我、他指示
23: 4 　神~見巴蘭、巴蘭說、我預
23:15 等我往那邊去~見耶和華。
31:13 首領、都出到營外~接他們。
申20: 7 尚未~娶、他可以回家去、恐
23: 4 在路上~接你們、又因他們雇
書 8:22 伏兵也出城~擊艾城人．艾城
 9:11 去~接以色列人、對他們說、
士 4:18 雅億出來~接西西拉、對他說
 4:22 雅億出來~接他說、來吧、我
11:31 先從我家門出來~接我、就必
11:34 他女兒拿著鼓跳舞出來~接他
15:14 非利士人都~著喧嚷．耶和華
19: 3 了那人、便歡歡喜喜的~接。
20:31 便雅憫人也出來~敵、就被引

撒上 9:14 撒母耳正~著他們來、要上丘
13:10 掃羅出去~接他要問他好。
15:12 撒母耳清早起來~接掃羅．有
16: 4 長老都戰戰兢兢的出來~接他
17:40 的機弦、就去~那非利士人。
17:41 非利士人也漸漸的~著大衛來
17:48 ~著大衛前來．大衛急忙迎著
17:48 大衛急忙~著非利士人、往戰
18: 6 磬、歌唱跳舞、~接掃羅王。
21: 1 希米勒戰戰兢兢的出來~接他

25:20 面下來．亞比該就~接他們。
25:32 因為他今日使你來~接我．
25:34 你若不速速的來~接我、到明
30:21 他們出來~接大衛、並跟隨的

撒下 6:20 出來~接他、說、以色列王今
10: 5 告訴大衛他就差人去~接他們
10:17 亞蘭人~著大衛擺陣、與他打
15:32 撕裂、頭蒙灰塵、來~接他。
16: 1 果餅、一皮袋酒來、~接他。
18: 6 兵就出到田野~著以色列人、
19:15 要去~接王、請他過約但河。
19:16 與猶大人一同下去~接大衛王
19:17 他們都逿過約但河~接王。
19:20 今日我首先下來~接我主我王
19:24 的孫子米非波設也下去~接王
19:25 他來到耶路撒冷~接王的時候
20: 8 亞瑪撒來~接他們。那時約押
23: 9 以色列人~著上去、有跟隨大
24:20 就~接出去、臉伏於地、向王

王上 2: 7 時候、他們拿食物來~接我。
 2: 8 後來卻下約但河~接我、我就
 2:19 王起來~接、向他下拜、就坐
18:16 於是俄巴底去~著亞哈告訴他
18:16 訴他．亞哈就去~著以利亞。
20:27 ~著亞蘭人出去、對著他們安

王下 1: 3 去~著撒瑪利亞王的使者、對
 1: 6 有一個人~著我們來、對我們
 1: 7 ~著你們來告訴你們這話的、
 2:15 他們就來~接他、在他面前俯
 4:26 你跑去~接他、問他說、你平
 4:31 基哈西就~著以利沙回來、告
 5:21 就急忙下車~著他、說、都平
 5:26 那人下車轉回~你的時候、我
 9:17 ~接他們、問說、平安不平安
 9:18 ~接耶戶、說、王問說、平安
 9:21 出去~接耶戶、在耶斯列人拿
10:15 來~接他．耶戶問他安、對他
16:10 王上大馬色去~接亞述王提革

代上12:17 大衛出去~接他們、對他們說
14: 8 衛．大衛聽見、就出去~敵。
19: 5 他就差人去~接他們、因為他
19:17 ~著他們擺陣。大衛既擺陣攻

代下14:10 與他~敵、就在瑪利沙的洗法
15: 2 他出來~接亞撒、對他說、亞
19: 2 的兒子耶戶出來~接約沙法王
20:16 明日你們要下去~敵．他們是
20:17 明日當出去~敵．因為耶和華
28: 9 出來~接往撒瑪利亞去的軍兵
尼12:38 稱謝的人要與那一隊相~而行
13: 2 ~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蘭咒
伯 3:25 我身、我所懼怕的~我而來。
31:32 宿、卻開門~接行路的人．）
39:21 他出去~接佩帶兵器的人。
詩17:13 前去~敵、將他打倒．用你的
21: 3 你以美福~接他、把精金的冠
59:10 我的　神要以慈愛~接我．
79: 8 願你的慈悲快~著我們．因為
箴 7:10 有一個婦人來~接他、是妓女
 7:15 我出來~接你、懇切求見你的
賽 7: 3 地的大路上、去~接亞哈斯．
14: 9 來~接你．又因你驚動在世曾
21:14 口渴的、拿餅來~接逃避的。
64: 5 你~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
耶41: 6 子以實瑪利出米斯巴~接他們
51:31 送信的要互相~接、報告巴比
摩 4:12 行、你當預備~見你的　神。
 9:10 也~不著我們。他們必死在刀
亞 2: 3 候、又有一位天使~著他來、
太 1:18 還沒有~娶、馬利亞就從聖靈
 8:28 從墳塋裏出來~著他、極其凶
 8:34 都出來~見耶穌．既見了、就
25: 1 女、拿著燈、出去~接新郎。
25: 6 新郎來了、你們出來~接他。
可 5: 2 的人、從墳塋裏出來~著他。
14:13 ~面而來．你們就跟著他。
路 8:27 ~面而來、這個人許久不穿衣
 8:40 眾人~接他、因為他們都等候
 9:37 了山、就有許多人~見耶穌。
17:12 有十個長大痲瘋的~面而來、
22:10 必有人拿著一瓶水~面而來．
約 4:51 他的僕人~見他、說他的兒子
11:20 就出去~接他．馬利亞卻仍然
11:30 子、仍在馬大~接他的地方。
12:13 出去~接他、喊著說、和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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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穌行了這神蹟、就去~接他。
徒10:25 哥尼流就~接他、俯伏在他腳
16:16 有一個使女~著面來、他被巫
28:15 和三館地方~接我們．保羅見
來 7: 1 時候、就~接他、給他祝福。
 7:10 因為麥基洗德~接亞伯拉罕的
11:13 且歡喜~接、又承認自己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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