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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22次)
福音书(3)
历史书(5)
保罗书信(14)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2)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5)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3) 加拉太书(2)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3)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0)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增 zēng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14)
历史书(12)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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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5)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8)
旧约(102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2)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12) 何西阿书(6)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8)
诗歌智慧书(36) 约伯记(10) 诗篇(7) 箴言(12) 传道书(6) 雅歌(1)

创 3:16 我必多多加~你怀胎的苦楚、
26: 4 我要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
26:13 大、日~月盛、成了大富户。
30:24 就是~添的意思〕意思说、愿
30:24 愿耶和华再~添我一个儿子。
民32:14 ~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
申 6: 3 人数极其~多、正如耶和华你
 7:13 使你人数~多、也必在他向你
 8: 1 人数~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
 8:13 你的金银~添、并你所有的全
 8:13 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
11:21 得以~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
13:17 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数~多。
30:16 人数~多、耶和华你　神就必
士 9:29 勒说、~添你的军兵出来吧。
撒下15:12 从押沙龙的人民、日渐~多。

24: 3 愿耶和华你的　神再加~百倍
王下20: 6 我必加~你十五年的寿数．并
代上 4:27 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多

 4:38 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多。
 5: 9 因为他们在基列地牲畜~多。
21: 3 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百倍
22:13 木头、石头、你还可以~添。
27:23 必加~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

代下28:13 加~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
拉10:10 为妻、~添以色列人的罪恶。
伯 1:10 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多。
 9:17 断我、无故的加~我的损伤。
10:17 向我加~恼怒．如军兵更换着
15:29 常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
27:14 倘或他的儿女~多、还是被刀
29:18 必~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
29:20 我的荣耀在身上~新、我的弓
30:13 毁坏我的道、加~我的灾。
35: 6 你的过犯加~、能使　神受何
35: 7 还能加~他什么呢．他从你手
诗 3: 1 我的敌人何其加~．有许多人
16: 4 他们的愁苦必加~。他们所浇
38:19 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多了。
49:16 见人发财家室~荣的时候、你
62:10 若财宝加~、不要放在心上。
73:12 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

115:14 们和你们的子孙、日见加~。
箴 1: 5 ~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9: 9 指示义人、他就~长学问。
 9:11 日子必~多、年岁也必加添。
11:24 却更~添．有吝惜过度的、反
13:11 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
16:21 嘴中的甜言、加~人的学问。
16:23 口、又使他的嘴、~长学问。
19: 4 财物使朋友~多．但穷人朋友
28: 8 人以厚利加~财物、是给那怜
28:28 躲藏．恶人败亡、义人~多。
29: 2 义人~多、民就喜乐．恶人掌
29:15 能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
传 1:18 加~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1:18 加增知识的、就加~忧伤。
 3:14 无所~添、无所减少．　神这
 5:11 货物~添、吃的人也增添．物
 5:11 吃的人也~添．物主得什么益
 6:11 加~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
歌 2: 5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补我力、
赛 9: 3 加~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
 9: 7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无穷．
15: 9 我还要加~底们的灾难、叫狮
26:15 你~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
26:15 你~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
29:19 必因耶和华~添欢喜．人间贫
38: 5 我必加~你十五年的寿数．
51: 2 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多。
59:12 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多、罪
60:22 至小的族要加~千倍、微弱的
耶 5: 6 过极多、背道的事也加~了。
 9: 3 ~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
30:19 我要使他们~多、不致减少．
哀 2: 5 在犹大民中、加~悲伤哭号。
结 5:16 并要加~你们的饥荒、断绝你
11: 6 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多、使被
16:26 加~你的淫乱、惹我发怒。
21:15 加~他们跌倒的事．哎、这刀
23:14 阿荷利巴又加~淫行．因他看
23:19 他还加~他的淫行、追念他幼
28: 5 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添资财
35:13 ~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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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家的人数、多
37:26 使他们的人数~多、又在他们
但 4:36 位上、至大的权柄加~于我。
12: 4 作切心研究〕知识就必~长。
何 2: 8 又加~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
 4: 7 祭司越发~多、就越发得罪我
 8:11 以法莲~添祭坛取罪、因此、
10: 1 就越~添祭坛．地土越肥美、
12: 1 时常~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
12:10 并且加~默示、借先知设立比
摩 4: 4 到吉甲加~罪过．每日早晨献
鸿 3:15 任你加~人数多如蝻子、多如
 3:16 你~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
哈 2: 6 你~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
亚10: 8 他们的人数必加~、如从前加
10: 8 数必加增、如从前加~一样。
太24:12 只因不法的事~多、许多人的
路 2:52 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长。
17: 5 主说、求主加~我们的信心。
徒 5:14 越发~添、连男带女很多）
 6: 1 门徒~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
 6: 7 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的甚多
 9:31 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多了。
16: 5 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

林后 4:15 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感
 9:10 子、又~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10:15 但指望你们信心~长的时候、
加 2: 6 名望的、并没有加~我什么．
 3:15 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的。
弗 4:16 便叫身体渐渐~长、在爱中建
腓 1:17 意思要加~我捆锁的苦楚。
 1:26 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
 4:17 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多
西 1: 6 并且结果~长、如同在你们中
 2: 7 教训、感谢的心也更~长了。

帖前 3:12 都能~长、充足、如同我们爱
帖后 1: 3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长、并且
提后 4: 3 自己的情欲、~添好些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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