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蓋 聖經(147次)

新約(23次)
福音書(19)
歷史書(0)
保羅書信(2)

馬太福音(6)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1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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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 gài

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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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歷史書(26)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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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4) 出埃及記(18) 利未記(7) 民數記(10) 申命記(2)
舊約(124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9)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10)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1)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34)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7) 詩篇(8)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創 8:13 挪亞撤去方舟的~觀看、便見
 9:14 我使雲彩~地的時候、必有虹
 9:23 給他父親~上、他們背著臉就
33:17 在那裏為自己~造房屋、又為
出21:33 或挖井不遮~、有牛、或驢掉
22:27 因他只有這一件當~頭、是他
22:27 是他~身的衣服、若是沒有、
24:15 摩西上山、有雲彩把山遮~。
24:16 雲彩遮~山六天．第七天他從
26:13 垂在帳幕的兩旁、遮~帳幕。
26:14 作罩棚的~．再用海狗皮作一
26:14 用海狗皮作一層罩棚上的頂~
29:13 要把一切~臟的脂油、與肝上
29:22 並~臟的脂油、與肝上的網子
35:11 並帳幕的~、鉤子、板、閂、
36:19 並用染紅的公羊皮作罩棚的~
36:19 用海狗皮作一層罩棚上的頂~
39:34 染紅公羊皮的~、海狗皮的頂
39:34 海狗皮的頂~、和遮掩櫃的幔
40:19 把罩棚的頂~、蓋在其上．是
40:19 ~在其上．是照耶和華所吩咐
40:34 當時雲彩遮~會幕、耶和華的
利 3: 3 也要把~臟的脂油、和臟上所
 3: 9 並要把~臟的脂油、和臟上所
 3:14 又把~臟的脂油、和臟上所有
 4: 8 乃是~臟的脂油、和臟上所有
 7: 3 要將肥尾巴、和~臟的脂油、
 9:19 並~臟的脂油、與腰子、和肝
17:13 必放出他的血來、用土掩~。
民 3:25 並罩棚的~、與會幕的門簾、
 4: 5 掩櫃的幔子、用以蒙~法櫃、
 4: 6 又用海狗皮~在上頭、再蒙上
 4: 9 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
 4:15 和聖所的一切器具遮~完了、
 4:25 並會幕的~、與其上的海狗皮
 9:15 有雲彩遮~帳幕、就是法櫃的
 9:16 雲彩遮~帳幕、夜間形狀如火
16:42 有雲彩遮~了、耶和華的榮光
19:15 就是沒有紮上~的、也是不潔
申23:13 以後、用以鏟土、轉身掩~。
24:13 使他用那件衣服~著睡覺、他
士 4:18 的帳棚．雅億用被將他遮~。

 4:19 給他奶子喝、仍舊把他遮~。
得 3: 9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我、因為
撒上19:13 羊毛裝的枕頭上、用被遮~。
撒下13:13 我何以掩~我的羞恥呢。你在

17:19 那家的婦人用~蓋上井口、又
17:19 那家的婦人用蓋~上井口、又
20:12 路上挪到田間、用衣服遮~。

王上 1: 1 邁、雖用被遮~、仍不覺暖。
 6: 9 的棟樑、又用香柏木板遮~。
 7: 3 其上以香柏木為~、每行柱子
 7:18 網子周圍有兩行石榴遮~柱頂
 7:41 的頂、並兩個~柱頂的網子、
 7:42 行、~著兩個柱上如球的頂。

王下 4:10 們可以為他在牆上~一間小樓
12: 9 在櫃~上鑽了一個窟窿、放於
16:18 耶和華殿為安息日所~的廊子

代下 4:12 的頂、並兩個~柱頂的網子、
 4:13 行、~著兩個柱上如球的頂、
14: 7 ~樓、安門、作閂．地還屬我
32:28 又為各類牲畜、~棚立圈。
尼 3:15 ~門頂、安門扇、和閂鎖、又
斯 3:12 的首領、又用王的戒指~印．
 8: 8 用王的戒指~印．因為奉王名
 8: 8 王名所寫用王戒指~印的諭旨
 8:10 用王的戒指~印、交給騎御馬
伯16:18 不要遮~我的血、不要阻擋我
20:19 強取非自己所~的房屋。〔或
21:26 臥在塵土中、都被蟲子遮~。
22:14 密雲將他遮~、使他不能看見
24: 7 身無衣、天氣寒冷毫無遮~．
31:19 死亡、或見窮乏人身無遮~．
38:34 聲來、使傾盆的雨遮~你麼。
詩32: 1 遮~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78:69 ~造他的聖所、好像高峰、又
84: 6 並有秋雨之福、~滿了全谷。
85: 2 遮~了他們一切的過犯。〔細
104: 6 你用深水遮~地面、猶如衣裳
104: 9 能過去、不再轉回遮~地面。
105:39 他鋪張雲彩當遮~、夜間使火
106:17 大坍、掩~亞比蘭一黨的人。
箴24:31 刺草遮~了田面、石牆也坍塌
賽 5: 2 在園中~了一座樓、又鑿出壓

14:11 你下鋪的是蟲、上~的是蛆。
22: 8 他去掉猶大的遮~．那日、你
25: 7 除滅遮~萬民之物、和遮蔽萬
26:21 中的血、不再掩~被殺的人。
29:10 蒙~你們的頭．你們的眼、就
50: 3 黑暗為衣服、以麻布為遮~。
59: 6 也不能遮~自己．他們的行為
60: 2 黑暗遮~大地、幽暗遮蓋萬民
60: 2 幽暗遮~萬民．耶和華卻要顯
耶 3:25 願慚愧將我們遮~．因為從立
22:13 那行不義~房、行不公造樓、
22:14 我要為自己~廣大的房、寬敞
29: 5 你們要~造房屋住在其中、栽
29:28 你們要~造房屋住在其中、栽
35: 7 也不可~房、撒種、栽種葡萄
35: 9 也不~房居住．也沒有葡萄園
46: 8 我要漲發遮~遍地．我要毀滅
51:42 巴比倫．他被許多海浪遮~。
結 7:18 被戰兢所~．各人臉上羞愧、
11: 3 ~房屋的時候尚未臨近、這城
16: 8 遮~你的赤體．又向你起誓、
24: 7 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
24: 8 不得掩~、乃是出於我、為要
28:26 他們要~造房屋栽種葡萄園、
31:15 我為他遮~深淵、使江河凝結
38: 9 暴風上來、如密雲遮~地面。
38:16 如密雲遮~地面．末後的日子
48:15 作為造城~房郊野之地。城要
但 6: 8 加~玉璽、使禁令決不更改、
 6: 9 利烏王立這禁令、加~玉璽。
 6:10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了玉璽、
 6:12 王不是在這禁令上~了玉璽麼
 6:13 也不遵你~了玉璽的禁令、他
何10: 8 遮~我們。對小山說、倒在我
俄 1:10 羞愧必遮~你、你也必永遠斷
拿 4: 6 影兒遮~他的頭、救他脫離苦
彌 7:10 就被羞愧遮~．我必親眼見他
哈 2:17 必遮~你．因你殺人流血、向
亞 5:11 為他~造房屋．等房屋齊備、
瑪 2:13 遮~耶和華的壇、以致耶和華
太 7:24 聰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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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卻睡
10:26 因為掩~的事、沒有不露出來
17: 5 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他們
21:33 ~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
可 9: 7 有一朵雲彩來遮~他們．也有
12: 1 挖了一個壓酒池~了一座樓、
路 6:48 他像一個人~房子、深深的挖
 6:48 有古卷作因為~造得好〕
 6:49 就像一個人在土地上~房子、
 8:16 沒有人點燈用器皿~上、或放
 9:34 有一朵雲彩來遮~他們．他們
12: 2 掩~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
12:18 另~更大的．在那裏好收藏我
14:28 你們那一個要~一座樓、不先
14:28 下算計花費、能~成不能呢。
17:28 又買又賣、又耕種、又~造．
23:30 身上．向小山說、遮~我們。
羅 4: 7 遮~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林前11:15 因為這頭髮是給他作~頭的。
雅 5:20 魂不死、並且遮~許多的罪。
彼前 2:16 卻不可藉著自由遮~惡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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