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盖 圣经(147次)

新约(23次)
福音书(19)
历史书(0)
保罗书信(2)

马太福音(6)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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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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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历史书(26)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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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4) 出埃及记(18) 利未记(7) 民数记(10) 申命记(2)
旧约(124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10) 但以理书(5)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1)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1)

大先知书(34)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7) 诗篇(8)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0)

创 8:13 挪亚撤去方舟的~观看、便见
 9:14 我使云彩~地的时候、必有虹
 9:23 给他父亲~上、他们背着脸就
33:17 在那里为自己~造房屋、又为
出21:33 或挖井不遮~、有牛、或驴掉
22:27 因他只有这一件当~头、是他
22:27 是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
24:15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
24:16 云彩遮~山六天．第七天他从
26:13 垂在帐幕的两旁、遮~帐幕。
26:14 作罩棚的~．再用海狗皮作一
26:14 用海狗皮作一层罩棚上的顶~
29:13 要把一切~脏的脂油、与肝上
29:22 并~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
35:11 并帐幕的~、钩子、板、闩、
36:19 并用染红的公羊皮作罩棚的~
36:19 用海狗皮作一层罩棚上的顶~
39:34 染红公羊皮的~、海狗皮的顶
39:34 海狗皮的顶~、和遮掩柜的幔
40:19 把罩棚的顶~、盖在其上．是
40:19 ~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
40:34 当时云彩遮~会幕、耶和华的
利 3: 3 也要把~脏的脂油、和脏上所
 3: 9 并要把~脏的脂油、和脏上所
 3:14 又把~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
 4: 8 乃是~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
 7: 3 要将肥尾巴、和~脏的脂油、
 9:19 并~脏的脂油、与腰子、和肝
17:13 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
民 3:25 并罩棚的~、与会幕的门帘、
 4: 5 掩柜的幔子、用以蒙~法柜、
 4: 6 又用海狗皮~在上头、再蒙上
 4: 9 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
 4:15 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完了、
 4:25 并会幕的~、与其上的海狗皮
 9:15 有云彩遮~帐幕、就是法柜的
 9:16 云彩遮~帐幕、夜间形状如火
16:42 有云彩遮~了、耶和华的荣光
19:15 就是没有扎上~的、也是不洁
申23:13 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
24:13 使他用那件衣服~着睡觉、他
士 4:18 的帐棚．雅亿用被将他遮~。

 4:19 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
得 3: 9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我、因为
撒上19:13 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
撒下13:13 我何以掩~我的羞耻呢。你在

17:19 那家的妇人用~盖上井口、又
17:19 那家的妇人用盖~上井口、又
20:12 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

王上 1: 1 迈、虽用被遮~、仍不觉暖。
 6: 9 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
 7: 3 其上以香柏木为~、每行柱子
 7:18 网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柱顶
 7:41 的顶、并两个~柱顶的网子、
 7:42 行、~着两个柱上如球的顶。

王下 4:10 们可以为他在墙上~一间小楼
12: 9 在柜~上钻了一个窟窿、放于
16:18 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的廊子

代下 4:12 的顶、并两个~柱顶的网子、
 4:13 行、~着两个柱上如球的顶、
14: 7 ~楼、安门、作闩．地还属我
32:28 又为各类牲畜、~棚立圈。
尼 3:15 ~门顶、安门扇、和闩锁、又
斯 3:12 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印．
 8: 8 用王的戒指~印．因为奉王名
 8: 8 王名所写用王戒指~印的谕旨
 8:10 用王的戒指~印、交给骑御马
伯16:18 不要遮~我的血、不要阻挡我
20:19 强取非自己所~的房屋。〔或
21:26 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
22:14 密云将他遮~、使他不能看见
24: 7 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
31:19 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
38:34 声来、使倾盆的雨遮~你么。
诗32: 1 遮~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78:69 ~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
84: 6 并有秋雨之福、~满了全谷。
85: 2 遮~了他们一切的过犯。〔细
104: 6 你用深水遮~地面、犹如衣裳
104: 9 能过去、不再转回遮~地面。
105:39 他铺张云彩当遮~、夜间使火
106:17 大坍、掩~亚比兰一党的人。
箴24:31 刺草遮~了田面、石墙也坍塌
赛 5: 2 在园中~了一座楼、又凿出压

14:11 你下铺的是虫、上~的是蛆。
22: 8 他去掉犹大的遮~．那日、你
25: 7 除灭遮~万民之物、和遮蔽万
26:21 中的血、不再掩~被杀的人。
29:10 蒙~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
50: 3 黑暗为衣服、以麻布为遮~。
59: 6 也不能遮~自己．他们的行为
60: 2 黑暗遮~大地、幽暗遮盖万民
60: 2 幽暗遮~万民．耶和华却要显
耶 3:25 愿惭愧将我们遮~．因为从立
22:13 那行不义~房、行不公造楼、
22:14 我要为自己~广大的房、宽敞
29: 5 你们要~造房屋住在其中、栽
29:28 你们要~造房屋住在其中、栽
35: 7 也不可~房、撒种、栽种葡萄
35: 9 也不~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
46: 8 我要涨发遮~遍地．我要毁灭
51:42 巴比伦．他被许多海浪遮~。
结 7:18 被战兢所~．各人脸上羞愧、
11: 3 ~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
16: 8 遮~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
24: 7 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
24: 8 不得掩~、乃是出于我、为要
28:26 他们要~造房屋栽种葡萄园、
31:15 我为他遮~深渊、使江河凝结
38: 9 暴风上来、如密云遮~地面。
38:16 如密云遮~地面．末后的日子
48:15 作为造城~房郊野之地。城要
但 6: 8 加~玉玺、使禁令决不更改、
 6: 9 利乌王立这禁令、加~玉玺。
 6:10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了玉玺、
 6:12 王不是在这禁令上~了玉玺么
 6:13 也不遵你~了玉玺的禁令、他
何10: 8 遮~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
俄 1:10 羞愧必遮~你、你也必永远断
拿 4: 6 影儿遮~他的头、救他脱离苦
弥 7:10 就被羞愧遮~．我必亲眼见他
哈 2:17 必遮~你．因你杀人流血、向
亚 5:11 为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
玛 2:13 遮~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
太 7:24 聪明人、把房子~在磐石上。
 7:26 知的人、把房子~在沙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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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 甚至船被波浪掩~．耶稣却睡
10:26 因为掩~的事、没有不露出来
17: 5 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他们
21:33 ~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
可 9: 7 有一朵云彩来遮~他们．也有
12: 1 挖了一个压酒池~了一座楼、
路 6:48 他像一个人~房子、深深的挖
 6:48 有古卷作因为~造得好〕
 6:49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房子、
 8:16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上、或放
 9:34 有一朵云彩来遮~他们．他们
12: 2 掩~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12:18 另~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
14:28 你们那一个要~一座楼、不先
14:28 下算计花费、能~成不能呢。
17:28 又买又卖、又耕种、又~造．
23:30 身上．向小山说、遮~我们。
罗 4: 7 遮~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林前11:15 因为这头发是给他作~头的。
雅 5:20 魂不死、并且遮~许多的罪。
彼前 2:16 却不可借着自由遮~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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