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么 圣经(122次)

新约(79次)
福音书(50)
历史书(8)
保罗书信(20)

马太福音(10) 马可福音(6) 路加福音(17) 约翰福音(17)
使徒行传(8)
罗马书(9) 哥林多前书(8)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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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zěn me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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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历史书(13)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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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6) 出埃及记(3)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0)
旧约(43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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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13)
诗歌智慧书(7) 约伯记(2) 诗篇(4)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18:29 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样呢
18:30 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样呢
18:31 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样呢
20: 9 你~向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
26: 9 你~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
37:20 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样。
出 2: 4 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样。
16:34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就怎
16:34 亚伦就~行、把吗哪放在法柜
士16:15 ~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
18:24 么．~还问我说、作什么呢。
20:12 你们中间~作了这样的恶事呢
得 2:10 ~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
 3:16 ~样了．路得就将那人向他所

撒上10: 2 忧、说、我为儿子~才好呢。
20: 2 ~独有这事隐瞒我呢．决不如

撒下 1: 5 你~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
 1:14 和华的受膏者、~不畏惧呢。

王上 1:13 现在亚多尼雅~作了王呢。
王下12: 7 你们~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
代下25: 9 军的那一百他连得银子~样呢
尼13:17 你们~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
伯21:34 既都错谬、~徒然安慰我呢。
22:17 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样呢。
诗11: 1 你们~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
56: 4 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样呢。
56:11 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样呢。
118: 6 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样呢。
箴 5:12 我~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
赛 5: 4 好葡萄、~倒结了野葡萄呢。
耶 2:21 你~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
 2:33 你~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
 5:22 你们~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
 8: 8 你们~说、我们有智慧、耶和
30: 6 我~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
39:12 他对你~说、你就向他怎么行
39:12 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行。
48:14 你们~说、我们是勇士、是有
结12:22 ~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
18: 2 你们在以色列地~用这俗语说
21:13 ~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但 1:10 ~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

玛 2:10 我们各人~以诡诈待弟兄、背
太 6:28 ~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
12: 4 他~进了　神的殿、吃了陈设
16:11 着饼说的．你们~不明白呢。
21:20 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呢。
22:12 ~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
22:43 灵感动、~还称他为主．说、
22:45 主、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26:40 ~样、你们不能同我儆醒片时
26:54 情必须如此的话、~应验呢。
27:22 我~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
可 2:26 ~进了　神的殿、吃了陈设饼
12:35 文士~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12:37 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
14: 1 想法子~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
14:40 困倦．他们也不知道~回答。
15:12 为犹太人的王、我~办他呢。
路 1:34 我没有出嫁、~有这事呢。
 1:66 将来~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
 6: 4 他~进了　神的殿、拿陈设饼
 8:36 便将被鬼附着的人~得救、告
12:11 不要思虑~分诉、说什么话．
12:17 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办呢。
12:27 ~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
12:56 色．~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16: 2 我听见你这事~样呢．把你所
16: 4 我知道~行、好叫人在我不作
20:13 我~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
20:41 人~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20:44 主、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22: 2 想法子~才能杀害耶稣．是因
22: 4 量、~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23:31 那枯干的树、将来~样呢。
24:35 和擘饼的时候~被他们认出来
约 4: 9 ~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
 5:30 我~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
 5:30 就~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
 6:42 他如今~说、我是从天上降下
 6:62 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样呢。
 7:15 个人没有学过、~明白书呢。
 8: 5 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样呢。
 8:33 你~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9:10 他说、你的眼睛是~开的呢。
 9:15 法利赛人也问他是~得看见的
 9:19 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呢。
 9:21 至于他如今~能看见、我们却
 9:26 什么、是~开了你的眼睛呢。
11:47 人行好些神迹、我们~办呢。
12:34 你~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
14: 5 往那里去、~知道那条路呢。
14: 9 你~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徒 2: 8 ~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
 4: 9 查问我们他是~得了痊癒．
 5: 4 你~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
 9:27 把他在路上~看见主、主怎么
 9:27 主~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
 9:27 ~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
21:22 必听见你来了、这可~办呢。
23: 9 天使、对他说过话、~样呢。
罗 3: 5 我们可以~说呢．　神降怒、
 3: 9 这却~样呢．我们比他们强么
 4:10 是~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
 6: 1 ~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6:15 这却~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
10: 8 他到底~说呢．他说、『这道
11: 2 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说的呢
11: 4 　神的回话是~说的呢．他说
11: 7 这是~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

林前 4:21 你们愿意~样呢．是愿意我带
 7:16 ~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
 7:16 ~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10:19 我是~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
11:22 我向你们可~说呢．可因此称
14:15 这却~样呢．我要用灵祷告、
14:26 这却~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
15:12 ~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
加 2:14 ~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4: 9 ~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4:30 然而经上是~说的呢．是说、
来13: 6 不惧怕．人能把我~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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