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見 聖經(152次)

新約(46次)
福音書(29)
歷史書(12)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10)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11) 約翰福音(5)
使徒行傳(12)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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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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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38)
歷史書(37)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3) 路得記(1) 撒母耳記上(12)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7) 列王記下(7)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2)

創世紀(13) 出埃及記(8) 利未記(1) 民數記(5) 申命記(11)
舊約(106次)

以賽亞書(2) 耶利米書(6)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3)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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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大先知書(9)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2) 詩篇(3) 箴言(3) 傳道書(3) 雅歌(5)

創 2:20 只是那人沒有~配偶幫助他。
 4:14 蕩在地上、凡~我的必殺我。
 4:15 個記號、免得人~他就殺他。
11: 2 在示拿地~一片平原、就住在
16: 7 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他、
24:12 伯拉罕、使我今日~好機會。
27:20 你的　神使我~好機會得著的
32: 1 仍舊行路、　神的使者~他。
32:17 我哥哥以掃~你的時候、問你
32:19 你們~以掃的時候、也要這樣
33: 8 我所~的這些群畜是甚麼意思
37:15 有人~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
37:17 趕他哥哥們、~他們在多坍。
出 3:18 ~了我們．現在求你容我們往
 4:24 方、耶和華~他、想要殺他。
 4:27 在　神的山~摩西和他親嘴。
 5: 3 希伯來人的　神~了我們、求
 5:20 來、正~摩西亞倫站在對面、
13:17 恐怕百姓~打仗後悔、就回埃
22: 2 人若~賊挖窟窿、把賊打了、
23: 4 若~你仇敵的牛、或驢、失迷
利10:19 我又~這樣的災、若今天吃了
民15:32 候、~一個人在安息日撿柴。
15:33 ~他撿柴的人、就把他帶到摩
35:19 殺那故殺人的、一~就殺他。
35:21 人的、報血仇的一~就殺他。
35:27 報血仇的在逃城境外~他、將
申21: 1 若~被殺的人倒在田野、不知
22: 3 你若~、都要這樣行、不可佯
22: 6 你若路上~鳥窩、或在樹上、
22:22 若~人與有丈夫的婦人行淫、
22:23 有人在城裏~他、與他行淫、
22:25 有男子在田野~已經許配人的
22:27 男子是在田野~那已經許配人
22:28 若有男子~沒有許配人的處女
24: 7 若~人拐帶以色列中的一個弟
25:18 他們在路上~你、趁你疲乏困
32:10 耶和華~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
士 1: 5 又在那裏~亞多尼比色、與他
20:48 並一切所~的、都用刀殺盡、
21:12 ~了四百個未嫁的處女、就帶
得 2:22 不叫人~你在別人田間、這才

撒上 6: 9 擊打我們、是我們偶然~的。
 9:11 就~幾個少年女子出來打水、
 9:13 你們一進城必~他、因他未到
 9:13 在你們上去、這時候必~他。
10: 2 要~兩個人、他們必對你說、
10: 3 必~三個往伯特利去拜　神的
10: 5 必~一班先知從丘壇下來、前
10:10 有一班先知~他、　神的靈大
10:11 基士的兒子~甚麼了、掃羅也
14:52 掃羅~有能力的人、或勇士、
24:19 人若~仇敵、豈肯放他平安無
30:11 這四百人在田野~一個埃及人

撒下17:12 我們在何處~他、就下到他那
18: 9 押沙龍偶然~大衛的僕人。押

王上11:29 示羅人先知亞希雅在路上~他
13:14 ~他坐在橡樹底下、就問他說
13:24 在路上有個獅子~他、將他咬
19:19 ~沙法的兒子以利沙耕地、在
20:20 各人~敵人就殺．亞蘭人逃跑
20:36 果然~獅子、把他咬死了。
20:37 先知的門徒又~一個人、對他

王下 4:29 若~人、不要向他問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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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他
10:13 ~猶大王、亞哈謝的弟兄、問
19: 8 正~亞述王攻打立拿．原來他
23:29 埃及王~約西亞在米吉多、就
25:19 以及城裏~的國民六十個人。

代下20:16 耶魯伊勒曠野前的谷口~他們
22: 8 ~猶大的眾首領、和亞哈謝的
尼13: 1 ~書上寫著說、亞捫人和摩押
斯 6: 2 正~書上寫著說、王的太監中
 9:26 的話、又因所看見所~的事、
伯 5:14 他們白晝~黑暗、午間摸索、
 5:22 你~災害饑饉、就必嬉笑．地
詩31:20 免得~人的計謀．你必暗暗地
60: 3 你叫你的民~艱難．你叫我們
144:15 ~這光景的百姓、便為有福．
箴 7:15 切求見你的面、恰巧~了你。
17:12 寧可~丟崽子的母熊、不可遇
17:12 不可~正行愚妄的愚昧人。
傳 2:14 有一件事、這兩等人都必~。

 2:15 愚昧人所~的、我也必遇見．
 2:15 我也必~．我為何更有智慧呢
歌 3: 3 城中巡邏看守的人~我．我問
 3: 4 就~我心所愛的．我拉住他、
 5: 7 城中巡邏看守的人~我、打了
 5: 8 若~我的良人、要告訴他、我
 8: 1 我在外頭~你、就與你親嘴．
賽37: 8 正~亞述王攻打立拿．原來他
65: 1 我叫他們~．沒有稱為我名下
耶 2:34 並不是~他們挖窟窿、乃是因
41: 3 大人、和所~的迦勒底兵丁。
41: 6 ~了他們、就對他們說、你們
41:12 水旁〔或作大水池旁〕~他。
50: 7 凡~他們的、就把他們吞滅．
52:25 以及城裏所~的國民六十個人
但 2:25 我在被擄的猶大人中~一人、
何 9:10 我~以色列如葡萄在曠野、我
12: 4 在伯特利~耶和華、耶和華萬
13: 8 我~他們必像丟崽子的母熊、
摩 5:19 景況好像人躲避獅子又~熊、
拿 1: 3 ~一隻船、要往他施去。他就
彌 6: 5 並你們從什亭到吉甲所~的事
太 6:13 不叫我們~試探．救我們脫離
 8:10 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過。
13:44 人~了、就把他藏起來．歡歡
13:46 ~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
18:28 ~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
22: 9 上去、凡~的、都召來赴席。
22:10 凡~的、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
24:20 候、不~冬天、或是安息日．
27:32 ~一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
28: 9 忽然耶穌~他們、說、願你們
可 1:37 ~了就對他說、眾人都找你。
 5:16 便將鬼附之人所~的、和那群
14:16 所~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
路 2:27 正~耶穌的父母抱著孩子進來
 2:46 就~他在殿裏、坐在教師中間
 7: 9 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過
 8:13 相信、及至~試煉就退後了。
11: 4 不叫我們~試探．救我們脫離
19:32 所~的、正如耶穌所說的。
22:13 所~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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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 他們彼此談論所~的這一切事
24:24 所~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
24:33 正~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同
24:35 兩個人就把路上所~、和擘餅
約 1:41 我們~彌賽亞了、（彌賽亞翻
 1:43 ~腓力、就對他說、來跟從我
 1:45 我們~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
 5:14 後來耶穌在殿裏~他、對他說
 9:35 後來~他、就說、你信　神的
徒 7:26 ~兩個以色列人爭鬥、就勸他
 8:40 後來有人在亞鎖都~腓利、他
 9:33 ~一個人、名叫以尼雅、得了
13: 6 在那裏~一個有法術假充先知
17:17 並每日在市上所~的人辯論。
17:23 ~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
18: 2 ~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
19: 1 以弗所．在那裏~幾個門徒．
20:22 不知道在那裏要~甚麼事．
21: 2 ~一隻船、要往腓尼基去、就
27: 6 在那裏百夫長~一隻亞力山太
28:14 在那裏~弟兄們、請我們與他
羅10:20 我叫他們~．沒有訪問我的、
林前10:13 你們所~的試探、無非是人所
林後 2:13 那時因為沒有~兄弟提多、我

 5: 3 被~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啟18:22 行手藝人在你中間決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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