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 聖經(124次)

新約(22次)
福音書(3)
歷史書(5)
保羅書信(14)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5)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3) 加拉太書(2) 以弗所書(1) 腓立比書(3)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1) 提摩太前書(0)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增 zēng

普通書信(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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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4)
歷史書(12)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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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5)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8)
舊約(102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2)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12) 何西阿書(6)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2)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8)
詩歌智慧書(36) 約伯記(10) 詩篇(7) 箴言(12) 傳道書(6) 雅歌(1)

創 3:16 我必多多加~你懷胎的苦楚、
26: 4 我要加~你的後裔、像天上的
26:13 大、日~月盛、成了大富戶。
30:24 就是~添的意思〕意思說、願
30:24 願耶和華再~添我一個兒子。
民32:14 ~添罪人的數目、使耶和華向
申 6: 3 人數極其~多、正如耶和華你
 7:13 使你人數~多、也必在他向你
 8: 1 人數~多、且進去得耶和華向
 8:13 你的金銀~添、並你所有的全
 8:13 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
11:21 得以~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
13:17 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數~多。
30:16 人數~多、耶和華你　神就必
士 9:29 勒說、~添你的軍兵出來吧。
撒下15:12 從押沙龍的人民、日漸~多。

24: 3 願耶和華你的　神再加~百倍
王下20: 6 我必加~你十五年的壽數．並
代上 4:27 們各家不如猶大族的人丁~多

 4:38 長的、他們宗族的人數~多。
 5: 9 因為他們在基列地牲畜~多。
21: 3 華使他的百姓比現在加~百倍
22:13 木頭、石頭、你還可以~添。
27:23 必加~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

代下28:13 加~我們的罪惡過犯、因為我
拉10:10 為妻、~添以色列人的罪惡。
伯 1:10 福．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多。
 9:17 斷我、無故的加~我的損傷。
10:17 向我加~惱怒．如軍兵更換著
15:29 常存、產業在地上也不加~。
27:14 倘或他的兒女~多、還是被刀
29:18 必~添我的日子、多如塵沙．
29:20 我的榮耀在身上~新、我的弓
30:13 毀壞我的道、加~我的災。
35: 6 你的過犯加~、能使　神受何
35: 7 還能加~他甚麼呢．他從你手
詩 3: 1 我的敵人何其加~．有許多人
16: 4 他們的愁苦必加~。他們所澆
38:19 又強壯．無理恨我的~多了。
49:16 見人發財家室~榮的時候、你
62:10 若財寶加~、不要放在心上。
73:12 既是常享安逸、財寶便加~。

115:14 們和你們的子孫、日見加~。
箴 1: 5 ~長學問、使聰明人得著智謀
 9: 9 指示義人、他就~長學問。
 9:11 日子必~多、年歲也必加添。
11:24 卻更~添．有吝惜過度的、反
13:11 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
16:21 嘴中的甜言、加~人的學問。
16:23 口、又使他的嘴、~長學問。
19: 4 財物使朋友~多．但窮人朋友
28: 8 人以厚利加~財物、是給那憐
28:28 躲藏．惡人敗亡、義人~多。
29: 2 義人~多、民就喜樂．惡人掌
29:15 能加~智慧．放縱的兒子、使
傳 1:18 加~知識的、就加增憂傷。
 1:18 加增知識的、就加~憂傷。
 3:14 無所~添、無所減少．　神這
 5:11 貨物~添、吃的人也增添．物
 5:11 吃的人也~添．物主得甚麼益
 6:11 加~虛浮的事既多、這與人有
歌 2: 5 求你們給我葡萄乾~補我力、
賽 9: 3 加~他們的喜樂．他們在你面
 9: 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無窮．
15: 9 我還要加~底們的災難、叫獅
26:15 你~添國民、你增添國民．你
26:15 你~添國民．你得了榮耀、又
29:19 必因耶和華~添歡喜．人間貧
38: 5 我必加~你十五年的壽數．
51: 2 賜福與他、使他人數~多。
59:12 我們的過犯在你面前~多、罪
60:22 至小的族要加~千倍、微弱的
耶 5: 6 過極多、背道的事也加~了。
 9: 3 ~長勢力、不是為行誠實、乃
30:19 我要使他們~多、不致減少．
哀 2: 5 在猶大民中、加~悲傷哭號。
結 5:16 並要加~你們的饑荒、斷絕你
11: 6 你們在這城中殺人~多、使被
16:26 加~你的淫亂、惹我發怒。
21:15 加~他們跌倒的事．哎、這刀
23:14 阿荷利巴又加~淫行．因他看
23:19 他還加~他的淫行、追念他幼
28: 5 自己的大智慧和貿易~添資財
35:13 ~添與我反對的話、我都聽見

36:10 在你上面~多、城邑有人居住
36:11 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
36:37 我要加~以色列家的人數、多
37:26 使他們的人數~多、又在他們
但 4:36 位上、至大的權柄加~於我。
12: 4 作切心研究〕知識就必~長。
何 2: 8 又加~他的金銀、他卻以此供
 4: 7 祭司越發~多、就越發得罪我
 8:11 以法蓮~添祭壇取罪、因此、
10: 1 就越~添祭壇．地土越肥美、
12: 1 時常~添虛謊和強暴．與亞述
12:10 並且加~默示、藉先知設立比
摩 4: 4 到吉甲加~罪過．每日早晨獻
鴻 3:15 任你加~人數多如蝻子、多如
 3:16 你~添商賈、多過天上的星．
哈 2: 6 你~添不屬自己的財物、多多
亞10: 8 他們的人數必加~、如從前加
10: 8 數必加增、如從前加~一樣。
太24:12 只因不法的事~多、許多人的
路 2:52 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長。
17: 5 主說、求主加~我們的信心。
徒 5:14 越發~添、連男帶女很多）
 6: 1 門徒~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
 6: 7 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的甚多
 9:31 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多了。
16: 5 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

林後 4:15 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感
 9:10 子、又~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10:15 但指望你們信心~長的時候、
加 2: 6 名望的、並沒有加~我甚麼．
 3:15 了、就沒有能廢棄或加~的。
弗 4:16 便叫身體漸漸~長、在愛中建
腓 1:17 意思要加~我捆鎖的苦楚。
 1:26 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
 4:17 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多
西 1: 6 並且結果~長、如同在你們中
 2: 7 教訓、感謝的心也更~長了。

帖前 3:12 都能~長、充足、如同我們愛
帖後 1: 3 因你們的信心格外~長、並且
提後 4: 3 自己的情慾、~添好些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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