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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怎樣 , …. 照樣”看基督徒的順服和服事,神的同在,及其果效.
Did so…, just as…
[Jhn] 約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
(just as) 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 (also) 相愛。
[Jhn] 約 13: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了。
[Jhn] 約 17: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As you sent me into the world, (even) so I have sent them into the
world.)
[Jhn] 約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
照樣差遣你們。
[Jhn] 約 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Eph] 弗 5: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
是愛自⼰己了。
[Phl] 腓 2:18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1Ts] 帖前 2:4 但 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
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 神喜歡。
[Gen] 創 1:26-27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
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Gen] 創 6:18 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
[Gen] 創 6:19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兩個、⼀一公⼀一母、你要帶進⽅方⾈舟、好在你那裡保全⽣生命。
[Gen] 創 6:20 ⾶飛鳥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樣兩個、要到你那裡、好保全⽣生命。
[Gen] 創 6:21 你要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好作你和他們的食物。

[Gen] 創 6:22 挪亞就這樣⾏行．凡
了。

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樣 (did all) ⾏行

[Exo] 出 7:6 摩西亞倫這樣⾏行、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們、他們就照樣⾏行了。
(Moses and Aaron did so, they did just as the Lord commende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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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出 40:16 摩西這樣⾏行、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
[Jos] 書 1:5 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
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Jos] 書 1:6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
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
[Jos] 書 1:7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
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那裡去、都可以順利。
[Jos] 書 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
⾏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Jos] 書 1:9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同在。
[Jos] 書 1:17 我們從前在⼀一切事上

怎樣 聽從摩西、現在也必照樣 聽從你．惟願耶和華你的

神與你同在、像與摩西同在⼀一樣。

[Jos] 書 1:18 無論甚麼⼈人違背你的命令、不聽從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話、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剛強壯膽。
[Jos] 書 3:7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從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使他們知道我

怎樣 與摩西同在、也必 照樣 與你

同在。
[Jos] 書 11:15 耶和華

怎樣 吩咐他僕⼈人摩西、摩西就照樣 吩咐約書亞、約書亞也照樣 ⾏行．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約書亞沒有

⼀一件懈怠不⾏行的。
[Jos] 書 14:5 耶和華

怎樣 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樣 ⾏行、把地分了。

[Jos] 書 23:15 耶和華你們
耶和華你們

神所應許的⼀一切福氣、

怎樣 臨到你們身上、耶和華也必照樣 使各樣禍患臨到你們身上、直到把你們從

神所賜的這美地上除滅。

[1Ki] 王上 1:37 耶和華

怎樣 與我主我王同在、願他照樣 與所羅門同在、使他的國 位、比我主⼤大衛王的國 位更⼤大。

[Psm] 詩 123:2 看哪、僕⼈人的眼睛

怎樣 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樣 望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 望耶和華我們的

直到他憐憫我們.

[Psm] 詩 125:2 眾⼭山

[Ecc] 傳 5:15 他

怎樣 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 照樣 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

怎樣 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 照樣 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

神的”怎樣 ,…照樣”
[Isa] 賽 14:24 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

	
  

怎樣 思想、必 照樣 成就．我 怎樣 定意、必 照樣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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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賽 54:9 這事在我好像挪亞的洪⽔水．我

怎樣 起誓不再使挪亞的洪⽔水漫過遍地、我也照樣 起誓不再向你發怒、也不斥責你。

[Isa] 賽 54:10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Isa] 賽 55:8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Isa] 賽 55:9 天

怎樣 ⾼高過地、 照樣 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Isa] 賽 55:10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喫的有糧．
[Isa] 賽 55:11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發他去成就或作所命
定〕必然亨通。
[Isa] 賽 66:13 母親

怎樣 安慰兒⼦子、我就照樣 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或作在〕耶路撒冷得安慰。

[Isa] 賽 66:22 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

[Jer] 耶 32:42 因為耶和華如此說、我

怎樣 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 照樣 長存。

怎樣 使這⼀一切⼤大禍臨到這百姓、我也要照樣 使我所應許他們的⼀一切福樂、都臨到他們。

[Jer] 耶 33:22 天上的萬象不能數算、海邊的塵沙也不能⽃斗量．我必

[Eze] 結 18:4 看哪、世⼈人都是屬我的、為⽗父的

照樣 使我僕⼈人⼤大衛的後裔、和事奉我的利未⼈人多起來。

怎樣 屬我、為⼦子的也 照樣 屬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Eze] 結 18:5 ⼈人若是公義、且⾏行正直與合理的事．
[Eze] 結 34:12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

怎樣 尋找他的⽺羊、我必 照樣 尋找我的⽺羊．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

我必從那裡救回他們來。

怎樣 ,…照樣; 詳細經⽂文
[Luk] 路 11:30 約拿
[Luk]
[Luk]
[Luk]
[Luk]

路
路
路
路

22:16
22:17
22:18
22:19

怎樣 為尼尼微⼈人成了神蹟、⼈人⼦子也要照樣 為這世代的⼈人成了神蹟。

我告訴你們、我不再喫這筵席、直到成就在 神 的國 裡。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著喝。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 神 的國 來到。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Luk] 路 22:20 飯後也

照樣 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Jhn] 約 3:14 摩西在曠野

怎樣 舉蛇、⼈人⼦子也必 照樣 被舉起來．

[Jhn] 約 3: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裡面得永⽣生〕

[Jhn] 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Jhn] 約 3:17 因為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
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Jhn] 約 3: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
信 神獨⽣生⼦子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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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n] 約 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

照

樣 作。
[Jhn] 約 5:20 ⽗父愛⼦子、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給他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事指給他看、叫你們希奇。
[Jhn] 約 5:21 ⽗父

怎樣 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著、⼦子也 照樣 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

[Jhn] 約 5:26 因為⽗父

怎樣 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 在自⼰己有⽣生命．

[Jhn] 約 6:57 永活的⽗父

怎樣 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 照樣 、喫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Jhn] 約 13:33 小⼦子們、我還有不多的時候、與你們同在．後來你們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如今
也

照樣 對你們說。

[Jhn] 約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
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Jhn] 約 13: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了。
[Jhn] 約 17:18 你

怎樣 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 差他們到世上。

[Jhn] 約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

怎樣 差遣了我、我也 照樣 差遣你們。

[Jhn] 約 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Rom] 羅 6: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你們從前

怎樣 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

樣 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1Co] 林前 11: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1Co] 林前 11:24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捨有古卷作擘開〕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1Co] 林前 11:25 飯後、也
[1Co]
[1Co]
[1Co]
[1Co]

林前
林前
林前
林前

11:26
11:27
11:28
11:29

照樣 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喫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喫這餅、喝這杯。
因為⼈人喫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喫喝自⼰己的罪了。

[1Co] 林前 15:22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

[2Co] 林後 6:13 你們也要

照樣 用寬宏的⼼心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Eph] 弗 5:28 丈夫也當

[Phl] 腓 2:18 你們也要

	
  

照樣 、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 復活 。

照樣 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照樣 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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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s] 帖前 2:4 但 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
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 神喜歡。
[1Ts] 帖前 2:5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也沒有藏著貪⼼心、這是 神可以作見證的。
[1Ts] 帖前 2:6 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
[1Ts] 帖前 2:7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
[Heb] 來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

[Heb] 來 6:17

照樣 、

[Heb] 來 9:21 他又

照樣 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為證．

照樣 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皿上。

[Heb] 來 9:22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樣 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
[Rev] 啟 18:7 他怎樣 榮耀自⼰己、怎樣 奢華、也當叫他照樣 痛苦悲哀．因他⼼心裡說、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婦、決不⾄至於
[Rev] 啟 2:15 你那裡也有⼈人

悲哀。

[Gen] 創 1:26-27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
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Gen] 創 6:18 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
[Gen] 創 6:19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兩個、⼀一公⼀一母、你要帶進⽅方⾈舟、好在你那裡保全⽣生命。
[Gen] 創 6:20 ⾶飛鳥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樣兩個、要到你那裡、好保全⽣生命。
[Gen] 創 6:21 你要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好作你和他們的食物。

[Gen] 創 6:22 挪亞就這樣⾏行．凡
[Gen] 創 21:23 我願你如今在這裡指著

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

神對我起誓、不要欺負我與我的兒⼦子、並我的⼦子孫、我

怎樣 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樣 厚待我、

與你所寄居這地的民。
[Gen] 創 42:20 把你們的小兄弟帶到我這裡來、如此、你們的話便有證據、你們也不⾄至於死．他們就

照樣 ⽽而⾏行。

[Exo] 出 7:6 摩西亞倫這樣⾏行、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們、他們就照樣⾏行了。
[Exo] 出 7:11 於是法老召了博⼠士和術⼠士來、他們是埃及⾏行法術的、也用邪術
[Exo] 出 7:22 埃及⾏行法術的、也用邪術

照樣 ⽽而⾏行。

照樣 ⽽而⾏行．法老⼼心裡剛硬、不肯聽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
[Exo] 出 8:7 ⾏行法術的也用他們的邪術

照樣 ⽽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

[Exo] 出 23:11 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種、使你民中的窮⼈人有喫的、他們所剩下的、野獸可以喫．你的葡萄園和橄欖園、也要

照樣 辦理。
照樣 作。
[Exo] 出 36:11 在這相連的幔⼦子末幅邊上、作藍⾊色的鈕扣、在那相連的幔⼦子末幅邊上、也照樣 作。
[Exo] 出 26:4 在這相連的幔⼦子末幅邊上、要作藍⾊色的鈕扣．在那相連的幔⼦子末幅邊上、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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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 出 39:32 帳幕、就是會幕、⼀一切的⼯工就這樣作完了．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

[Exo] 出 40:15

照樣 作了。

怎樣 膏他們的⽗父親、也要照樣 膏他們、使他們給我供祭司的職分．他們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遠當祭司的職任。

[Exo] 出 40:16 摩西這樣⾏行、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
[Lev] 利 16:16 他因以⾊色列⼈人諸般的污穢、過犯、就是他們⼀一切的罪愆、當這樣在聖所⾏行贖罪之禮、並因會幕在他們污穢之中、也要

照

樣 ⽽而⾏行。
怎樣 ⾏行、也要照樣 向他⾏行。
[Lev] 利 24:20 以傷還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他怎樣 叫⼈人的身體有殘疾、也要照樣 向他⾏行。
[Lev] 利 24:19 ⼈人若使他鄰舍的身體有殘疾、他

[Num] 民 1:54 以⾊色列⼈人就這樣⾏行．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他們就

照樣 ⾏行了。

[Num] 民 9:5 他們就在西乃的曠野、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守逾越節．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

[Num] 民 15:14 若有外⼈人和你們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們中間、願意將馨香的⽕火祭獻給耶和華、你們

照樣 ⾏行了。

怎樣 辦理、他也要照

樣 辦理。
[Num] 民 33:56 ⽽而且我素常有意

怎樣 待他們、也必照樣 待你們。

[Deu] 申 3:21 那時我吩咐約書亞說、你親眼看見了耶和華你

神向這⼆二王所⾏行的、耶和華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國

[Deu] 申 3:22 你不要怕他們、因那為你爭戰的、是耶和華你的

神。

[Deu] 申 7:19 就是你親眼所看見的⼤大試驗、神蹟、奇事、和⼤大能的⼿手、並伸出來的膀臂、都是耶和華你
神必

照樣 ⾏行。

神領你出來所用的．耶和華你

照樣 待你所懼怕的⼀一切⼈人民。

[Deu] 申 8:20 耶和華在你們面前

怎樣 使列國的民滅亡、你們也必照樣 滅亡、因為你們不聽從耶和華你們

神的話。

[Deu] 申 9:1 以⾊色列阿、你當聽．你今日要過約但河、進去趕出比你強⼤大的國 民、得著廣⼤大堅固、⾼高得頂天的城⾢邑。
[Deu] 申 12:30 那時就要謹慎、不可在他們除滅之後、隨從他們的惡俗、陷⼊入網羅、也不可訪問他們的神、說、這些國民
們的神、我也要

怎樣 事奉他

照樣 ⾏行。

[Deu] 申 15:14 要從你⽺羊群、⽲禾場、酒醡之中、多多的給他、耶和華你的

[Deu] 申 28:63 先前耶和華

神

怎樣 賜福與你、你也要照樣 給他。

怎樣 喜悅善待你們、使你們眾多、也要照樣 喜悅毀滅你們、使你們滅亡．並且你們從所要進去得的地

上、必被拔除。
[Jos] 書 1:5 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

怎樣

照樣

與摩西同在、也必
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
棄你 。
[Jos] 書 1:6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
[Jos] 書 1:7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那裡去、都可以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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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 書 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
順利。
[Jos] 書 1:9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同在。
[Jos] 書 1:17 我們從前在⼀一切事上

怎樣 聽從摩西、現在也必照樣 聽從你．惟願耶和華你的

神與你同在、像與摩西同在⼀一樣。

[Jos] 書 1:18 無論甚麼⼈人違背你的命令、不聽從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話、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剛強壯膽。
[Jos] 書 3:7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從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使他們知道我

怎樣 與摩西同在、也必 照樣 與你

同在。
[Jos] 書 6:15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時候、他們起來、

[Jos] 書 8:2 你

照樣 繞城七次．惟獨這日把城繞了七次。

怎樣 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當照樣 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只是城內所奪的財物、和牲畜、你們可以取為自⼰己

的掠物．你要在城後設下伏兵。
[Jos] 書 10:1 耶路撒冷王亞多尼洗德聽見約書亞奪了艾城、盡⾏行毀滅．

怎樣 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樣 待艾城和艾城的

王．又聽見基遍的居民與以⾊色列⼈人立了和約、住在他們中間．
[Jos] 書 11:15 耶和華

怎樣 吩咐他僕⼈人摩西、摩西就照樣 吩咐約書亞、約書亞也照樣 ⾏行．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約書亞沒有

⼀一件懈怠不⾏行的。
[Jos] 書 14:5 耶和華

怎樣 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樣 ⾏行、把地分了。

[Jos] 書 23:15 耶和華你們

神所應許的⼀一切福氣、

怎樣 臨到你們身上、耶和華也必照樣 使各樣禍患臨到你們身上、直到把你們從

耶和華你們 神所賜的這美地上除滅。
[Jos] 書 23:16 你們若違背耶和華你們 神吩咐你們所守的約、去事奉別神、叩拜他、耶和華的怒氣、必向你們發作、使你們在他所賜的
美地上速速滅亡。
[Jug] ⼠士 9:48 亞比米勒和跟隨他的⼈人就都上撒們⼭山．亞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樹枝、扛在肩上、對跟隨他的⼈人說、你們看我所⾏行的、
也當趕緊

照樣 ⾏行。

[Jug] ⼠士 11:17 就打發使者去見以東王、說、求你容我從你的地經過．以東王卻不應允。又

照樣 打發使者去見摩押王．他也不允准、以

⾊色列⼈人就住在加低斯。
[Jug] ⼠士 21:23 於是便雅憫⼈人

照樣 ⽽而⾏行、按著他們的數目從跳舞的⼥女⼦子中搶去為妻、就回自⼰己的地業去、又重修城⾢邑居住。

[2Sa] 撒下 15:34 你若回城去、對押沙龍說、王阿、我願作你的僕⼈人．我向來作你⽗父親的僕⼈人、現在我也

照樣 作你的僕⼈人．這樣、你就

可以為我破壞亞希多弗的計謀。
[2Sa] 撒下 16:19 再者、我當服事誰呢。豈不是前王的兒⼦子麼。我

[1Ki] 王上 1:37 耶和華

怎樣 服事你⽗父親、也必照樣 服事你。

怎樣 與我主我王同在、願他照樣 與所羅門同在、使他的國 位、比我主⼤大衛王的國 位更⼤大。

[1Ki] 王上 20:40 僕⼈人正在忙亂之間、那⼈人就不見了．以⾊色列王對他說、你自⼰己定妥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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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 王下 17:41 如此這些民又懼怕耶和華、又事奉他們的偶像．他們⼦子⼦子孫孫也都
[Neh] 尼 5:13 我也抖著胸前的衣襟說、凡不成就這應許的、願

神

照樣 ⾏行、效法他們的祖宗、直到今日。

照樣 抖他離開家產和他勞碌得來的、直到抖空了。會眾都說、阿們、

又讚美耶和華。百姓就照著所應許的去⾏行。
[Est] 斯 1:18 今日波斯和瑪代的眾夫⼈人聽見王后這事、必向王的⼤大臣

[Job] 伯 4:8 按我所見、耕罪孽、種毒害的⼈人、都

[Job] 伯 7:3 我也

照樣 ⾏行．從此必⼤大開藐視和忿怒之端。

照樣 收割。

照樣 、經過困苦的日月、夜間的疲乏為我⽽而定。

[Job] 伯 7:9 雲彩消散⽽而過、

照樣 、⼈人下陰間也不再上來。

[Job] 伯 13:9 他查出你們來、這豈是好麼．⼈人欺哄⼈人、你們也要

照樣 欺哄他麼。

[Job] 伯 14:19 ⽔水流消磨⽯石頭．所流溢的、洗去地上的塵⼟土．你也

[Psm] 詩 73:20 ⼈人睡醒了

[Psm] 詩 83:15 求你也

照樣 滅絕⼈人的指望。

怎樣 看夢、主阿、你醒了、也必 照樣 輕看他們的影像。

照樣 用狂風追趕他們、用暴雨恐嚇他們。

[Psm] 詩 123:2 看哪、僕⼈人的眼睛

怎樣 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樣 望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 望耶和華我們的

神、

直到他憐憫我們.

[Psm] 詩 125:2 眾⼭山

[Ecc] 傳 5:15 他

[Isa] 賽 5:24 ⽕火苗

怎樣 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 照樣 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遠。

怎樣 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 照樣 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

怎樣 吞滅碎秸、乾草怎樣 落在⽕火焰之中、照樣 、他們的根必像朽物、他們的花、必像灰塵⾶飛騰．

因為他們厭棄萬軍之耶和華的訓誨、藐視以⾊色列聖者的⾔言語。
[Isa] 賽 10:11 我

怎樣 待撒瑪利亞、和其中的偶像、豈不照樣 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麼。

[Isa] 賽 14:24 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

[Isa] 賽 31:5 雀鳥

怎樣 思想、必 照樣 成就．我 怎樣 定意、必 照樣 成立．

怎樣 搧翅覆雛、萬軍之耶和華也要照樣 保護耶路撒冷、他必保護拯救、要越門保守。

[Isa] 賽 54:9 這事在我好像挪亞的洪⽔水．我

怎樣 起誓不再使挪亞的洪⽔水漫過遍地、我也照樣 起誓不再向你發怒、也不斥責你。

[Isa] 賽 54:10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Isa] 賽 55:8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Isa] 賽 55:9 天

怎樣 ⾼高過地、 照樣 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Isa] 賽 55:10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喫的有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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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賽 55:11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發他去成就或作所命
定〕必然亨通。

怎樣 使百穀發芽、園⼦子怎樣 使所種的發⽣生、主耶和華必照樣 使公義和讚美在萬民中發出。
[Isa] 賽 62:5 少年⼈人怎樣 娶處⼥女、你的眾民〔民原⽂文作⼦子〕也要照樣 娶你．新郎怎樣 喜悅新婦、你的 神也要照樣 喜悅你。
[Isa] 賽 61:11 田地

[Isa] 賽 63:14 耶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彷彿牲畜下到⼭山⾕谷、

照樣 、你也引導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榮耀的名。

[Isa] 賽 65:8 耶和華如此說、葡萄中尋得新酒、⼈人就說、不要毀壞、因為福在其中．我因我僕⼈人的緣故也必

照樣 ⽽而⾏行、不將他們全然

毀滅．
[Isa] 賽 66:13 母親

怎樣 安慰兒⼦子、我就照樣 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或作在〕耶路撒冷得安慰。

[Isa] 賽 66:22 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

[Jer] 耶 2:26 賊被捉拿、

怎樣 羞愧、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首領、祭司、先知、也都照樣 羞愧．

[Jer] 耶 5:19 百姓若說、耶和華我們的
們的地上、事奉外邦神、也必

[Jer] 耶 5:27 籠內

[Jer] 耶 6:7 井

怎樣 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 照樣 長存。

神、為甚麼向我們⾏行這⼀一切事呢．你就對他們說、你們

怎樣 離棄耶和華、〔原⽂文作我〕在你

照樣 在不屬你們的地上、事奉外邦⼈人。

怎樣 滿了雀鳥、他們的房中、也照樣 充滿詭詐．所以他們得成為⼤大、⽽而且富⾜足。

怎樣 湧出⽔水來、這城也照樣 湧出惡來．在其間常聽見有強暴毀滅的事、病患損傷也常在我面前。

[Jer] 耶 13:9 耶和華如此說、我必

[Jer] 耶 13:11 耶和華說、腰帶

照樣 敗壞猶⼤大的驕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驕傲。

怎樣 緊貼⼈人腰、照樣 、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猶⼤大全家緊貼我、好叫他們屬我為⼦子民、使我得名聲、

得頌讚、得榮耀．他們卻不肯聽。
[Jer] 耶 19:11 對他們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要

照樣 打碎這民、和這城、正如⼈人打碎窯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圇．並且⼈人要在

陀斐特葬埋屍首、甚⾄至無處可葬。
[Jer] 耶 28:11 哈拿尼雅又當著眾民說、耶和華如此說、⼆二年之內、我必

照樣 從列國⼈人的頸項上、折斷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軛．於是

先知耶利米就⾛走了。
[Jer] 耶 31:28 我先前

怎樣 留意將他們拔出、拆毀、毀壞、傾覆、苦害、也必照樣 留意將他們建立、栽植．這是耶和華說的。

[Jer] 耶 32:42 因為耶和華如此說、我

怎樣 使這⼀一切⼤大禍臨到這百姓、我也要照樣 使我所應許他們的⼀一切福樂、都臨到他們。

[Jer] 耶 33:22 天上的萬象不能數算、海邊的塵沙也不能⽃斗量．我必

照樣 使我僕⼈人⼤大衛的後裔、和事奉我的利未⼈人多起來。

[Jer] 耶 38:12 古實⼈人以伯米勒、對耶利米說、你用這些碎布和破爛的衣服放在繩⼦子上、墊你的胳肢窩．耶利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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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 耶 42:18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我

怎樣 將我的怒氣和忿怒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們進⼊入埃及的時候、我也必

照樣 將我的忿怒傾在你們身上、以致你們令⼈人辱罵、驚駭、咒詛、羞辱、你們不得再見這地⽅方。
[Jer] 耶 44:13 我

怎樣 用⼑刀劍、飢荒、瘟疫、刑罰耶路撒冷、也必照樣 刑罰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猶⼤大⼈人．

[Jer] 耶 51:49 巴比倫

怎樣 使以⾊色列被殺的⼈人仆倒、照樣 他全地被殺的⼈人、也必在巴比倫仆倒。

[Lam] 哀 1:22 願他們的惡⾏行、都呈在你面前．你

怎樣 因我的⼀一切罪過待我、求你照樣 待他們．因我歎息甚多、⼼心中發昏。

[Eze] 結 15: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眾樹以內的葡萄樹、我

[Eze] 結 18:4 看哪、世⼈人都是屬我的、為⽗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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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 使他在⽕火中當柴、也必照樣 待耶路撒冷的居民。

怎樣 屬我、為⼦子的也 照樣 屬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人若是公義、且⾏行正直與合理的事．
未曾在⼭山上喫過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鄰舍的妻、未曾在婦⼈人的經期內親近他、
未曾虧負⼈人、乃將⽋欠債之⼈人的當頭還給他、未曾搶奪⼈人的物件、卻將食物給飢餓的⼈人喫、將衣服給赤身的⼈人穿、
未曾向借錢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糧的弟兄多要、縮⼿手不作罪孽、在兩⼈人之間、按⾄至理判斷、
遵⾏行我的律例、謹守我的典章、按誠實⾏行事、這⼈人是公義的、必定存活．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Eze] 結 18:14 他若⽣生⼀一個兒⼦子、見⽗父親所犯的⼀一切罪、便懼怕、〔有古卷作思量〕不

照樣 去作．

[Eze] 結 20:36 我

怎樣 在埃及地的曠野刑罰你們的列祖、也必照樣 刑罰你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Eze] 結 22:20 ⼈人

怎樣 將銀、銅、鐵、鉛、錫、聚在爐中、吹⽕火鎔化．照樣 、我也要發怒氣和忿怒、將你們聚集放在城中、鎔化你

們。
[Eze] 結 22:22 銀⼦子

怎樣 鎔化在爐中、你們也必照樣 鎔化在城中、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是將忿怒倒在你們身上了。

[Eze] 結 24:24 以西結必這樣為你們作預兆．凡他所⾏行的、你們也必

[Eze] 結 33:7 ⼈人⼦子阿、我

照樣 ⾏行．那事來到、你們就知道我是主耶和華。

照樣 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

[Eze] 結 34:12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

怎樣 尋找他的⽺羊、我必 照樣 尋找我的⽺羊．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

我必從那裡救回他們來。
[Eze] 結 36:38 耶路撒冷在守節作祭物所獻的⽺羊群

[Hos] 何 6:9 強盜成群、

怎樣 多、照樣 、荒涼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滿．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怎樣 埋伏殺⼈人．祭司結黨、也照樣 在示劍的路上殺戮、⾏行了邪惡。

怎樣 ⾏行、他也必 照樣 向你⾏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頭上。
[Oba] 俄 16 你們猶⼤大⼈人在我聖⼭山怎樣 喝了苦杯、萬國也必照樣 常常地喝．且喝且咽、他們就歸於無有。
[Oba] 俄 15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

[Zec] 亞 1:6 只是我的⾔言語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僕⼈人眾先知的、豈不臨到你們列祖麼．他們就回頭、說、萬軍之耶和華定意按我們的⾏行
動作為向我們

	
  

怎樣 ⾏行、他已照樣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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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c] 亞 6:7 壯馬出來、要在遍地⾛走來⾛走去．天使說、你們只管在遍地⾛走來⾛走去．他們就

[Zec] 亞 8:13 猶⼤大家和以⾊色列家阿、你們從前在列國中

照樣 ⾏行了。

怎樣 成為可咒詛的、照樣 、我要拯救你們、使⼈人稱你們為有福的．

〔或作使你們叫⼈人得福〕你們不要懼怕、⼿手要強壯。
[Zec] 亞 8:15 現在我

照樣 定意施恩與耶路撒冷和猶⼤大家、你們不要懼怕。

[Zec] 亞 8:16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在城門⼝口按⾄至理判斷、使⼈人和睦．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