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样 圣经(133次)

新约(29次)
福音书(14)
历史书(0)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约翰福音(8)
使徒行传(0)
罗马书(4) 哥林多前书(2)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1) 歌罗西书(0)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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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书(25)
历史书(20)

预言书(2)

约书亚记(10)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1)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1)

创世纪(3) 出埃及记(9) 利未记(3) 民数记(4) 申命记(6)
旧约(104次)

以赛亚书(15) 耶利米书(1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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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41)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5) 诗篇(4) 箴言(1) 传道书(1) 雅歌(0)

创 6:22 　神所吩咐的、他都~行了。
21:23 你也要~厚待我、与你所寄居
42:20 也不至于死．他们就~而行。
出 7: 6 样吩咐他们、他们就~行了。
 7:11 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而行。
 7:22 也用邪术~而行．法老心里刚
 8: 7 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而行
23:11 萄园和橄榄园、也要~办理。
26: 4 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作。
36:11 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作。
39:32 摩西的、以色列人都~作了。
40:15 也要~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
利16:16 他们污秽之中、也要~而行。
24:19 他怎样行、也要~向他行。
24:20 身体有残疾、也要~向他行。
民 1:54 吩咐摩西的、他们就~行了。
 9: 5 摩西的、以色列人都~行了。
15:14 们怎样办理、他也要~办理。
33:56 怎样待他们、也必~待你们。
申 3:21 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行
 7:19 和华你　神必~待你所惧怕的
 8:20 你们也必~灭亡、因为你们不
12:30 事奉他们的神、我也要~行。
15:14 样赐福与你、你也要~给他。
28:63 也要~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
书 1: 5 也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
 1:17 现在也必~听从你．惟愿耶和
 3: 7 摩西同在、也必~与你同在。
 6:15 ~绕城七次．惟独这日把城绕
 8: 2 也当~待艾城、和艾城的王．
10: 1 也~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又听
11:15 摩西就~吩咐约书亚、约书亚
11:15 约书亚也~行．凡耶和华所吩
14: 5 以色列人就~行、把地分了。
23:15 耶和华也必~使各样祸患临到
士 9:48 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行。
11:17 又~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
21:23 于是便雅悯人~而行、按着他

撒下15:34 现在我也~作你的仆人．这样
16:19 服事你父亲、也必~服事你。

王上 1:37 愿他~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
20:40 你自己定妥了．必~判断你。

王下17:41 他们子子孙孙也都~行、效法
尼 5:13 愿　神~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
斯 1:18 必向王的大臣~行．从此必大
伯 4: 8 孽、种毒害的人、都~收割。
 7: 3 我也~、经过困苦的日月、夜
 7: 9 ~、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
13: 9 哄人、你们也要~欺哄他么。
14:19 尘土．你也~灭绝人的指望。
诗73:20 了、也必~轻看他们的影像。
83:15 求你也~用狂风追赶他们、用
123: 2 我们的眼睛也~望耶和华我们
125: 2 耶和华也~围绕他的百姓、从
箴30:33 血．~、激动怒气必起争端。
传 5:15 也必~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
赛 5:24 ~、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
10:11 岂不~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
14:24 必~成就．我怎样定意、必照
14:24 就．我怎样定意、必~成立．
20: 4 ~、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
31: 5 之耶和华也要~保护耶路撒冷
54: 9 我也~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
55: 9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61:11 主耶和华必~使公义和赞美在
62: 5 也要~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
62: 5 妇、你的　神也要~喜悦你。
63:14 ~、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
65: 8 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而行
66:13 我就~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
66:22 和你们的名字、也必~长存。
耶 2:26 祭司、先知、也都~羞愧．
 5:19 也必~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事
 5:27 也~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
 6: 7 这城也~涌出恶来．在其间常
13: 9 我必~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
13:11 ~、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
19:11 我要~打碎这民、和这城、正
28:11 我必~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
31:28 也必~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
32:42 我也要~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
33:22 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38:12 的胳肢窝．耶利米就~行了。
42:18 我也必~将我的忿怒倾在你们

44:13 也必~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
51:49 ~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
哀 1:22 求你~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
结15: 6 也必~待耶路撒冷的居民。
18: 4 为子的也~属我．犯罪的他必
18:14 有古卷作思量〕不~去作．
20:36 也必~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
22:20 ~、我也要发怒气和忿怒、将
22:22 你们也必~熔化在城中、你们
24:24 你们也必~行．那事来到、你
33: 7 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34:12 我必~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
36:38 ~、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
何 6: 9 也~在示剑的路上杀戮、行了
俄 1:15 他也必~向你行．你的报应必
 1:16 万国也必~常常地喝．且喝且
亚 1: 6 向我们怎样行、他已~行了。
 6: 7 地走来走去．他们就~行了。
 8:13 ~、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
 8:15 现在我~定意施恩与耶路撒冷
太21:36 前更多．园户还是~待他们。
25:17 领二千的、也~另赚了二千。
路10:32 看见他、也~从那边过去了。
10:37 他的。耶稣说、你去~行吧。
11:30 人子也要~为这世代的人成了
22:20 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杯
约 3:14 举蛇、人子也必~被举起来．
 5:19 作．父所作的事、子也~作。
 5:21 子也~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5:26 赐给他儿子也~在自己有生命
 6:57 ~、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
13:33 人说过、如今也~对你们说。
17:18 世上、我也~差他们到世上。
20:21 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你们。
罗 5:18 ~、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
 5:19 ~、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
 5:21 ~、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
 6:19 现今也要~将肢体献给义作奴

林前11:25 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
15:22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林后 6:13 你们也要~用宽宏的心报答我
弗 5:28 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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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18 你们也要~喜乐、并且与我一
帖前 2: 4 我们就~讲、不是要讨人喜欢
来 2:14 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
 6:17 ~、　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
 9:21 他又~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
启 2:15 你那里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
18: 7 也当叫他~痛苦悲哀．因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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