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樣 聖經(133次)

新約(29次)
福音書(14)
歷史書(0)
保羅書信(10)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4) 約翰福音(8)
使徒行傳(0)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2)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1) 歌羅西書(0)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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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25)
歷史書(20)

預言書(2)

約書亞記(10) 士師記(3)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1)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1)

創世紀(3) 出埃及記(9) 利未記(3) 民數記(4) 申命記(6)
舊約(104次)

以賽亞書(15) 耶利米書(15)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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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1)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5) 詩篇(4)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創 6:22 　神所吩咐的、他都~行了。
21:23 你也要~厚待我、與你所寄居
42:20 也不至於死．他們就~而行。
出 7: 6 樣吩咐他們、他們就~行了。
 7:11 行法術的、也用邪術~而行。
 7:22 也用邪術~而行．法老心裏剛
 8: 7 法術的也用他們的邪術~而行
23:11 萄園和橄欖園、也要~辦理。
26: 4 的幔子末幅邊上、也要~作。
36:11 連的幔子末幅邊上、也~作。
39:32 摩西的、以色列人都~作了。
40:15 也要~膏他們、使他們給我供
利16:16 他們污穢之中、也要~而行。
24:19 他怎樣行、也要~向他行。
24:20 身體有殘疾、也要~向他行。
民 1:54 吩咐摩西的、他們就~行了。
 9: 5 摩西的、以色列人都~行了。
15:14 們怎樣辦理、他也要~辦理。
33:56 怎樣待他們、也必~待你們。
申 3:21 華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國~行
 7:19 和華你　神必~待你所懼怕的
 8:20 你們也必~滅亡、因為你們不
12:30 事奉他們的神、我也要~行。
15:14 樣賜福與你、你也要~給他。
28:63 也要~喜悅毀滅你們、使你們
書 1: 5 也必~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
 1:17 現在也必~聽從你．惟願耶和
 3: 7 摩西同在、也必~與你同在。
 6:15 ~繞城七次．惟獨這日把城繞
 8: 2 也當~待艾城、和艾城的王．
10: 1 也~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又聽
11:15 摩西就~吩咐約書亞、約書亞
11:15 約書亞也~行．凡耶和華所吩
14: 5 以色列人就~行、把地分了。
23:15 耶和華也必~使各樣禍患臨到
士 9:48 看我所行的、也當趕緊~行。
11:17 又~打發使者去見摩押王．他
21:23 於是便雅憫人~而行、按著他

撒下15:34 現在我也~作你的僕人．這樣
16:19 服事你父親、也必~服事你。

王上 1:37 願他~與所羅門同在、使他的
20:40 你自己定妥了．必~判斷你。

王下17:41 他們子子孫孫也都~行、效法
尼 5:13 願　神~抖他離開家產和他勞
斯 1:18 必向王的大臣~行．從此必大
伯 4: 8 孽、種毒害的人、都~收割。
 7: 3 我也~、經過困苦的日月、夜
 7: 9 ~、人下陰間也不再上來。
13: 9 哄人、你們也要~欺哄他麼。
14:19 塵土．你也~滅絕人的指望。
詩73:20 了、也必~輕看他們的影像。
83:15 求你也~用狂風追趕他們、用
123: 2 我們的眼睛也~望耶和華我們
125: 2 耶和華也~圍繞他的百姓、從
箴30:33 血．~、激動怒氣必起爭端。
傳 5:15 也必~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
賽 5:24 ~、他們的根必像朽物、他們
10:11 豈不~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
14:24 必~成就．我怎樣定意、必照
14:24 就．我怎樣定意、必~成立．
20: 4 ~、亞述王也必擄去埃及人、
31: 5 之耶和華也要~保護耶路撒冷
54: 9 我也~起誓不再向你發怒、也
55: 9 ~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61:11 主耶和華必~使公義和讚美在
62: 5 也要~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
62: 5 婦、你的　神也要~喜悅你。
63:14 ~、你也引導你的百姓、要建
65: 8 我因我僕人的緣故也必~而行
66:13 我就~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
66:22 和你們的名字、也必~長存。
耶 2:26 祭司、先知、也都~羞愧．
 5:19 也必~在不屬你們的地上、事
 5:27 也~充滿詭詐．所以他們得成
 6: 7 這城也~湧出惡來．在其間常
13: 9 我必~敗壞猶大的驕傲、和耶
13:11 ~、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猶
19:11 我要~打碎這民、和這城、正
28:11 我必~從列國人的頸項上、折
31:28 也必~留意將他們建立、栽植
32:42 我也要~使我所應許他們的一
33:22 我必~使我僕人大衛的後裔、
38:12 的胳肢窩．耶利米就~行了。
42:18 我也必~將我的忿怒傾在你們

44:13 也必~刑罰那些住在埃及地的
51:49 ~他全地被殺的人、也必在巴
哀 1:22 求你~待他們．因我歎息甚多
結15: 6 也必~待耶路撒冷的居民。
18: 4 為子的也~屬我．犯罪的他必
18:14 有古卷作思量〕不~去作．
20:36 也必~刑罰你們．這是主耶和
22:20 ~、我也要發怒氣和忿怒、將
22:22 你們也必~鎔化在城中、你們
24:24 你們也必~行．那事來到、你
33: 7 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34:12 我必~尋找我的羊．這些羊在
36:38 ~、荒涼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滿
何 6: 9 也~在示劍的路上殺戮、行了
俄 1:15 他也必~向你行．你的報應必
 1:16 萬國也必~常常地喝．且喝且
亞 1: 6 向我們怎樣行、他已~行了。
 6: 7 地走來走去．他們就~行了。
 8:13 ~、我要拯救你們、使人稱你
 8:15 現在我~定意施恩與耶路撒冷
太21:36 前更多．園戶還是~待他們。
25:17 領二千的、也~另賺了二千。
路10:32 看見他、也~從那邊過去了。
10:37 他的。耶穌說、你去~行吧。
11:30 人子也要~為這世代的人成了
22:20 飯後也~拿起杯來、說、這杯
約 3:14 舉蛇、人子也必~被舉起來．
 5:19 作．父所作的事、子也~作。
 5:21 子也~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
 5:26 賜給他兒子也~在自己有生命
 6:57 ~、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
13:33 人說過、如今也~對你們說。
17:18 世上、我也~差他們到世上。
20:21 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你們。
羅 5:18 ~、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
 5:19 ~、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
 5:21 ~、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
 6:19 現今也要~將肢體獻給義作奴

林前11:25 也~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
15:22 ~、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

林後 6:13 你們也要~用寬宏的心報答我
弗 5:28 丈夫也當~愛妻子、如同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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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18 你們也要~喜樂、並且與我一
帖前 2: 4 我們就~講、不是要討人喜歡
來 2:14 他也~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
 6:17 ~、　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
 9:21 他又~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
啟 2:15 你那裏也有人~服從了尼哥拉
18: 7 也當叫他~痛苦悲哀．因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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