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漸 聖經(133次)

新約(34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2)
保羅書信(14)

馬太福音(2)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2)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6) 腓立比書(2) 歌羅西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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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希伯來書(4)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0)

律法書(41)
歷史書(22)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6)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1)

創世紀(14) 出埃及記(5) 利未記(14) 民數記(0) 申命記(8)
舊約(99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8)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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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4)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3) 詩篇(6)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2)

創 8: 1 　神叫風吹地、水勢~落。
 8: 3 水從地上~退．過了一百五十
 8: 3 過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消。
 8: 5 水又~消、到十月初一日、山
12: 9 後來亞伯蘭又~漸遷往南地去
12: 9 後來亞伯蘭又漸~遷往南地去
13: 3 他從南地~漸往伯特利去、到
13: 3 他從南地漸~往伯特利去、到
13:12 ~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
13:12 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
21: 8 孩子~長、就斷了奶．以撒斷
21:20 他就~長、住在曠野、成了弓
25:27 兩個孩子~漸長大、以掃善於
25:27 兩個孩子漸~長大、以掃善於
出 2:10 孩子~長、婦人把他帶到法老
19:19 角聲~漸的高而又高、摩西就
19:19 角聲漸~的高而又高、摩西就
23:30 我要~漸的將他們從你面前攆
23:30 我要漸~的將他們從你面前攆
利25:25 若~漸窮乏、賣了幾分地業、
25:25 若漸~窮乏、賣了幾分地業、
25:26 他自己~漸富足、能夠贖回、
25:26 他自己漸~富足、能夠贖回、
25:35 你的弟兄在你那裏若~漸貧窮
25:35 你的弟兄在你那裏若漸~貧窮
25:39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裏~漸窮乏
25:39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裏漸~窮乏
25:47 若~漸富足、你的弟兄卻漸漸
25:47 若漸~富足、你的弟兄卻漸漸
25:47 你的弟兄卻~漸窮乏、將自己
25:47 你的弟兄卻漸~窮乏、將自己
25:49 他自己若~漸富足、也可以自
25:49 他自己若漸~富足、也可以自
申 7:22 從你面前~漸趕出、你不可把
 7:22 從你面前漸~趕出、你不可把
28:43 必~漸上升、比你高而又高、
28:43 必漸~上升、比你高而又高、
28:43 你必~漸下降、低而又低。
28:43 你必漸~下降、低而又低。
32:15 但耶書崙~漸肥胖、粗壯、光
32:15 但耶書崙漸~肥胖、粗壯、光
士16:22 被剃之後、又~漸長起來了。

16:22 被剃之後、又漸~長起來了。
撒上 2:21 耳、在耶和華面前~漸長大。

 2:21 耳、在耶和華面前漸~長大。
 2:26 孩子撒母耳~漸長大、耶和華
 2:26 孩子撒母耳漸~長大、耶和華
17:41 非利士人也~漸的迎著大衛來
17:41 非利士人也漸~的迎著大衛來

撒下15:12 從押沙龍的人民、日~增多。
18:25 口信的。那人跑得~漸近了。
18:25 口信的。那人跑得漸~近了。

王下 4:18 孩子~漸長大、一日到他父親
 4:18 孩子漸~長大、一日到他父親
 4:34 孩子的身體就~漸溫和了。
 4:34 孩子的身體就漸~溫和了。

代下13:21 亞比雅卻~漸強盛、娶妻妾十
13:21 亞比雅卻漸~強盛、娶妻妾十
17:12 約沙法日~強大．在猶大建造
24:13 ~漸修成、將　神殿修造的、
24:13 漸~修成、將　神殿修造的、
27: 6 面前行正道、以致日~強盛。
斯 9: 4 名聲傳遍各省、日~昌盛。
伯 6:17 天氣~暖、就隨時消化．日頭
39: 4 這子~漸肥壯、在荒野長大、
39: 4 這子漸~肥壯、在荒野長大、
詩102:26 天地都要如外衣~漸舊了．你
102:26 天地都要如外衣漸~舊了．你
109:23 我如日影~漸偏斜而去．我如
109:23 我如日影漸~偏斜而去．我如
109:24 我身上的肉、也~漸瘦了。
109:24 我身上的肉、也漸~瘦了。
歌 2:13 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成熟、葡
 2:13 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成熟、葡
賽17: 4 他肥胖的身體、必~瘦弱。
50: 9 他們都像衣服~漸舊了、為蛀
50: 9 他們都像衣服漸~舊了、為蛀
51: 6 地必如衣服~漸舊了．其上的
51: 6 地必如衣服漸~舊了．其上的
64: 6 我們都像葉子~漸枯乾．我們
64: 6 我們都像葉子漸~枯乾．我們
耶 6: 4 哉、日已~斜、晚影拖長了。
哀 4: 9 產、就身體衰弱、~漸消滅。
 4: 9 產、就身體衰弱、漸~消滅。

結16: 7 你就~漸長大、以至極其俊美
16: 7 你就漸~長大、以至極其俊美
17: 6 就~漸生長、成為蔓延矮小的
17: 6 就漸~生長、成為蔓延矮小的
24:23 的罪孽相對歎息、~漸消滅。
24:23 的罪孽相對歎息、漸~消滅。
但 4:11 那樹~長、而且堅固、高得頂
 4:20 你所見的樹~長、而且堅固、
 4:22 這~長又堅固的樹就是你、你
 4:22 你的威勢~長及天、你的權柄
 8: 9 向榮美之地、~漸成為強大。
 8: 9 向榮美之地、漸~成為強大。
 8:10 他~漸強大、高及天象、將些
 8:10 他漸~強大、高及天象、將些
何 8:10 首領所加的重擔、日~衰微。
太24:12 多人的愛心、才~漸冷淡了。
24:12 多人的愛心、才漸~冷淡了。
可 4:27 這種就發芽~長、那人卻不曉
路 1:80 那孩子~漸長大、心靈強健、
 1:80 那孩子漸~長大、心靈強健、
 2:40 孩子~漸長大、強健起來、充
 2:40 孩子漸~長大、強健起來、充
21:31 你們看見這些事~漸的成就、
21:31 你們看見這些事漸~的成就、
約 6:19 ~漸近了船、他們就害怕。
 6:19 漸~近了船、他們就害怕。
徒27:27 到半夜、水手以為~近旱地、
27:33 天~亮的時候、保羅勸眾人都

林後 3: 7 臉．這榮光原是~漸退去的．
 3: 7 臉．這榮光原是漸~退去的．
弗 2:21 得合式、~漸成為主的聖殿．
 2:21 得合式、漸~成為主的聖殿．
 4:16 便叫身體~漸增長、在愛中建
 4:16 便叫身體漸~增長、在愛中建
 4:22 因私慾的迷惑、~漸變壞的．
 4:22 因私慾的迷惑、漸~變壞的．
腓 4:17 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增多
 4:17 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增多
西 1:10 結果子、~漸的多知道　神．
 1:10 結果子、漸~的多知道　神．
 3:10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更新、正
 3:10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更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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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11 天地都要像衣服~漸舊了．
 1:11 天地都要像衣服漸~舊了．
 8:13 但那~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
 8:13 但那漸舊~衰的、就必快歸無

彼前 2: 2 叫你們因此~長、以致得救．
約壹 2: 8 因為黑暗~漸過去、真光已經

 2: 8 因為黑暗漸~過去、真光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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