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渐 圣经(133次)

新约(34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2)
保罗书信(14)

马太福音(2)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2)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6) 腓立比书(2) 歌罗西书(4)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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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希伯来书(4)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2)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41)
历史书(2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6)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6)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14) 出埃及记(5) 利未记(14) 民数记(0) 申命记(8)
旧约(99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8)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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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4)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3) 诗篇(6)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2)

创 8: 1 　神叫风吹地、水势~落。
 8: 3 水从地上~退．过了一百五十
 8: 3 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消。
 8: 5 水又~消、到十月初一日、山
12: 9 后来亚伯兰又~渐迁往南地去
12: 9 后来亚伯兰又渐~迁往南地去
13: 3 他从南地~渐往伯特利去、到
13: 3 他从南地渐~往伯特利去、到
13:12 ~渐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
13:12 渐~挪移帐棚、直到所多玛。
21: 8 孩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
21:20 他就~长、住在旷野、成了弓
25:27 两个孩子~渐长大、以扫善于
25:27 两个孩子渐~长大、以扫善于
出 2:10 孩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
19:19 角声~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
19:19 角声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
23:30 我要~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
23:30 我要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
利25:25 若~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
25:25 若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
25:26 他自己~渐富足、能够赎回、
25:26 他自己渐~富足、能够赎回、
25:35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贫穷
25:35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贫穷
25:39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穷乏
25:39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穷乏
25:47 若~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
25:47 若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
25:47 你的弟兄却~渐穷乏、将自己
25:47 你的弟兄却渐~穷乏、将自己
25:49 他自己若~渐富足、也可以自
25:49 他自己若渐~富足、也可以自
申 7:22 从你面前~渐赶出、你不可把
 7:22 从你面前渐~赶出、你不可把
28:43 必~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
28:43 必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
28:43 你必~渐下降、低而又低。
28:43 你必渐~下降、低而又低。
32:15 但耶书仑~渐肥胖、粗壮、光
32:15 但耶书仑渐~肥胖、粗壮、光
士16:22 被剃之后、又~渐长起来了。

16:22 被剃之后、又渐~长起来了。
撒上 2:21 耳、在耶和华面前~渐长大。

 2:21 耳、在耶和华面前渐~长大。
 2:26 孩子撒母耳~渐长大、耶和华
 2:26 孩子撒母耳渐~长大、耶和华
17:41 非利士人也~渐的迎着大卫来
17:41 非利士人也渐~的迎着大卫来

撒下15:12 从押沙龙的人民、日~增多。
18:25 口信的。那人跑得~渐近了。
18:25 口信的。那人跑得渐~近了。

王下 4:18 孩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
 4:18 孩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
 4:34 孩子的身体就~渐温和了。
 4:34 孩子的身体就渐~温和了。

代下13:21 亚比雅却~渐强盛、娶妻妾十
13:21 亚比雅却渐~强盛、娶妻妾十
17:12 约沙法日~强大．在犹大建造
24:13 ~渐修成、将　神殿修造的、
24:13 渐~修成、将　神殿修造的、
27: 6 面前行正道、以致日~强盛。
斯 9: 4 名声传遍各省、日~昌盛。
伯 6:17 天气~暖、就随时消化．日头
39: 4 这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
39: 4 这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
诗102:26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旧了．你
102:26 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旧了．你
109:23 我如日影~渐偏斜而去．我如
109:23 我如日影渐~偏斜而去．我如
109:24 我身上的肉、也~渐瘦了。
109:24 我身上的肉、也渐~瘦了。
歌 2:13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成熟、葡
 2:13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成熟、葡
赛17: 4 他肥胖的身体、必~瘦弱。
50: 9 他们都像衣服~渐旧了、为蛀
50: 9 他们都像衣服渐~旧了、为蛀
51: 6 地必如衣服~渐旧了．其上的
51: 6 地必如衣服渐~旧了．其上的
64: 6 我们都像叶子~渐枯干．我们
64: 6 我们都像叶子渐~枯干．我们
耶 6: 4 哉、日已~斜、晚影拖长了。
哀 4: 9 产、就身体衰弱、~渐消灭。
 4: 9 产、就身体衰弱、渐~消灭。

结16: 7 你就~渐长大、以至极其俊美
16: 7 你就渐~长大、以至极其俊美
17: 6 就~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
17: 6 就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
24:23 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消灭。
24:23 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消灭。
但 4:11 那树~长、而且坚固、高得顶
 4:20 你所见的树~长、而且坚固、
 4:22 这~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
 4:22 你的威势~长及天、你的权柄
 8: 9 向荣美之地、~渐成为强大。
 8: 9 向荣美之地、渐~成为强大。
 8:10 他~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
 8:10 他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
何 8:10 首领所加的重担、日~衰微。
太24:12 多人的爱心、才~渐冷淡了。
24:12 多人的爱心、才渐~冷淡了。
可 4:27 这种就发芽~长、那人却不晓
路 1:80 那孩子~渐长大、心灵强健、
 1:80 那孩子渐~长大、心灵强健、
 2:40 孩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
 2:40 孩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
21:31 你们看见这些事~渐的成就、
21:31 你们看见这些事渐~的成就、
约 6:19 ~渐近了船、他们就害怕。
 6:19 渐~近了船、他们就害怕。
徒27:27 到半夜、水手以为~近旱地、
27:33 天~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

林后 3: 7 脸．这荣光原是~渐退去的．
 3: 7 脸．这荣光原是渐~退去的．
弗 2:21 得合式、~渐成为主的圣殿．
 2:21 得合式、渐~成为主的圣殿．
 4:16 便叫身体~渐增长、在爱中建
 4:16 便叫身体渐~增长、在爱中建
 4:22 因私欲的迷惑、~渐变坏的．
 4:22 因私欲的迷惑、渐~变坏的．
腓 4:17 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增多
 4:17 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增多
西 1:10 结果子、~渐的多知道　神．
 1:10 结果子、渐~的多知道　神．
 3:10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更新、正
 3:10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更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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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1:11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旧了．
 1:11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旧了．
 8:13 但那~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
 8:13 但那渐旧~衰的、就必快归无

彼前 2: 2 叫你们因此~长、以致得救．
约壹 2: 8 因为黑暗~渐过去、真光已经

 2: 8 因为黑暗渐~过去、真光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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