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见 圣经(152次)

新约(46次)
福音书(29)
历史书(12)
保罗书信(4)

马太福音(10)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1) 约翰福音(5)
使徒行传(12)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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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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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38)
历史书(37)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3) 路得记(1) 撒母耳记上(12)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7) 列王记下(7)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2)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2)

创世纪(13) 出埃及记(8) 利未记(1) 民数记(5) 申命记(11)
旧约(106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9)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2) 诗篇(3) 箴言(3) 传道书(3) 雅歌(5)

创 2:20 只是那人没有~配偶帮助他。
 4:14 荡在地上、凡~我的必杀我。
 4:15 个记号、免得人~他就杀他。
11: 2 在示拿地~一片平原、就住在
16: 7 野、书珥路上的水泉旁~他、
24:12 伯拉罕、使我今日~好机会。
27:20 你的　神使我~好机会得着的
32: 1 仍旧行路、　神的使者~他。
32:17 我哥哥以扫~你的时候、问你
32:19 你们~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
33: 8 我所~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
37:15 有人~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
37:17 赶他哥哥们、~他们在多坍。
出 3:18 ~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
 4:24 方、耶和华~他、想要杀他。
 4:27 在　神的山~摩西和他亲嘴。
 5: 3 希伯来人的　神~了我们、求
 5:20 来、正~摩西亚伦站在对面、
13:17 恐怕百姓~打仗后悔、就回埃
22: 2 人若~贼挖窟窿、把贼打了、
23: 4 若~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
利10:19 我又~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
民15:32 候、~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
15:33 ~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
35:19 杀那故杀人的、一~就杀他。
35:21 人的、报血仇的一~就杀他。
35:27 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他、将
申21: 1 若~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
22: 3 你若~、都要这样行、不可佯
22: 6 你若路上~鸟窝、或在树上、
22:22 若~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
22:23 有人在城里~他、与他行淫、
22:25 有男子在田野~已经许配人的
22:27 男子是在田野~那已经许配人
22:28 若有男子~没有许配人的处女
24: 7 若~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
25:18 他们在路上~你、趁你疲乏困
32:10 耶和华~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
士 1: 5 又在那里~亚多尼比色、与他
20:48 并一切所~的、都用刀杀尽、
21:12 ~了四百个未嫁的处女、就带
得 2:22 不叫人~你在别人田间、这才

撒上 6: 9 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的。
 9:11 就~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
 9:13 你们一进城必~他、因他未到
 9:13 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他。
10: 2 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
10: 3 必~三个往伯特利去拜　神的
10: 5 必~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
10:10 有一班先知~他、　神的灵大
10:11 基士的儿子~什么了、扫罗也
14:52 扫罗~有能力的人、或勇士、
24:19 人若~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
30:11 这四百人在田野~一个埃及人

撒下17:12 我们在何处~他、就下到他那
18: 9 押沙龙偶然~大卫的仆人。押

王上11:29 示罗人先知亚希雅在路上~他
13:14 ~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
13:24 在路上有个狮子~他、将他咬
19:19 ~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
20:20 各人~敌人就杀．亚兰人逃跑
20:36 果然~狮子、把他咬死了。
20:37 先知的门徒又~一个人、对他

王下 4:29 若~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
 4:39 ~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
 9:21 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他
10:13 ~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问
19: 8 正~亚述王攻打立拿．原来他
23:29 埃及王~约西亚在米吉多、就
25:19 以及城里~的国民六十个人。

代下20:16 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他们
22: 8 ~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
尼13: 1 ~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押
斯 6: 2 正~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
 9:26 的话、又因所看见所~的事、
伯 5:14 他们白昼~黑暗、午间摸索、
 5:22 你~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
诗31:20 免得~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
60: 3 你叫你的民~艰难．你叫我们
144:15 ~这光景的百姓、便为有福．
箴 7:15 切求见你的面、恰巧~了你。
17:12 宁可~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
17:12 不可~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传 2:14 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

 2:15 愚昧人所~的、我也必遇见．
 2:15 我也必~．我为何更有智慧呢
歌 3: 3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我．我问
 3: 4 就~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
 5: 7 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我、打了
 5: 8 若~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
 8: 1 我在外头~你、就与你亲嘴．
赛37: 8 正~亚述王攻打立拿．原来他
65: 1 我叫他们~．没有称为我名下
耶 2:34 并不是~他们挖窟窿、乃是因
41: 3 大人、和所~的迦勒底兵丁。
41: 6 ~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
41:12 水旁〔或作大水池旁〕~他。
50: 7 凡~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
52:25 以及城里所~的国民六十个人
但 2:25 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一人、
何 9:10 我~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
12: 4 在伯特利~耶和华、耶和华万
13: 8 我~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
摩 5:19 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熊、
拿 1: 3 ~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
弥 6: 5 并你们从什亭到吉甲所~的事
太 6:13 不叫我们~试探．救我们脱离
 8:10 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过。
13:44 人~了、就把他藏起来．欢欢
13:46 ~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
18:28 ~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
22: 9 上去、凡~的、都召来赴席。
22:10 凡~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
24:20 候、不~冬天、或是安息日．
27:32 ~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
28: 9 忽然耶稣~他们、说、愿你们
可 1:37 ~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
 5:16 便将鬼附之人所~的、和那群
14:16 所~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
路 2:27 正~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
 2:46 就~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
 7: 9 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过
 8:13 相信、及至~试炼就退后了。
11: 4 不叫我们~试探．救我们脱离
19:32 所~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22:13 所~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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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 他们彼此谈论所~的这一切事
24:24 所~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24:33 正~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
24:35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和擘饼
约 1:41 我们~弥赛亚了、（弥赛亚翻
 1:43 ~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
 1:45 我们~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
 5:14 后来耶稣在殿里~他、对他说
 9:35 后来~他、就说、你信　神的
徒 7:26 ~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
 8:40 后来有人在亚锁都~腓利、他
 9:33 ~一个人、名叫以尼雅、得了
13: 6 在那里~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
17:17 并每日在市上所~的人辩论。
17:23 ~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
18: 2 ~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
19: 1 以弗所．在那里~几个门徒．
20:22 不知道在那里要~什么事．
21: 2 ~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
27: 6 在那里百夫长~一只亚力山太
28:14 在那里~弟兄们、请我们与他
罗10:20 我叫他们~．没有访问我的、
林前10:13 你们所~的试探、无非是人所
林后 2:13 那时因为没有~兄弟提多、我

 5: 3 被~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启18:22 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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