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暗 圣经(134次)

新约(43次)
福音书(22)
历史书(3)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8)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约翰福音(7)
使徒行传(3)
罗马书(1)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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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1) 约翰壹书(7)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1)
启示录(2)

律法书(7)
历史书(5)

预言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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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4)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91次)

以赛亚书(14)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9) 何西阿书(0) 约珥书(2) 阿摩司书(3)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2)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0)
诗歌智慧书(50) 约伯记(25) 诗篇(16) 箴言(3) 传道书(6) 雅歌(0)

创 1: 2 渊面~．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
15:12 忽然有惊人的大~落在他身上
出10:15 甚至地都~了、又吃地上一切
10:21 使埃及地~、这黑暗似乎摸得
10:21 及地黑暗、这~似乎摸得着。
14:20 一边~、一边发光、终夜两下
申 5:23 你们听见从~中出来的声音、
书24: 7 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了
撒上 2: 9 使恶人在~中寂然不动、人都
撒下22:12 他以~、和聚集的水、天空的

22:29 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
王上18:45 霎时间天因风云~、降下大雨
伯 3: 4 愿那日变为~．愿　神不从上
 3: 5 愿~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
 3: 9 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盼
 5:14 他们白昼遇见~、午间摸索、
10:20 就是往~和死荫之地以先、可
11:17 午更明．虽有~、仍像早晨。
12:22 他将深奥的事从~中彰显、使
12:25 在~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
15:22 他不信自己能从~中转回．他
15:23 他知道~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
15:30 他不得出离~．火焰要将他的
17:12 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
17:13 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中．
18: 6 要变为~．他以上的灯、也必
18:18 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里、必
19: 8 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
20:26 他的财宝归于~．人所不吹的
22:11 或有~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
23:17 不是因为~、也不是因为幽暗
26:10 出界限、直到光明~的交界。
28: 3 人为~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
29: 3 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
30:26 了．我等待光明、~便来了。
34:22 没有~、阴翳、能给作孽的藏
38:19 何而至、~的本位在于何处。
诗18:11 他以~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
18:11 以水的~、天空的厚云、为他
18:28 耶和华我的　神必照明我的~
74:20 因为地上~之处、都满了强暴
82: 5 在~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

88: 6 的坑里、在~地方、在深处。
88:18 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里。
104:20 你造~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
105:28 他命~、就有黑暗．没有违背
105:28 就有~．没有违背他话的。
107:10 那些坐在~中死荫里的人、被
107:14 他从~中、和死荫里、领他们
112: 4 正直人在~中、有光向他发现
139:11 ~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
139:12 ~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
139:12 ~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箴 2:13 舍弃正直的路、行走~的道、
 7: 9 或晚上、或半夜、或~之中、
20:20 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
传 2:13 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
 2:14 愚昧人在~里行．我却看明有
 5:17 并且他终身在~中吃喝、多有
 6: 4 暗暗而去、名字被~遮蔽．
11: 8 然而也当想到~的日子、因为
12: 2 宿、变为~、雨后云彩反回、
赛 5:30 只见~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
 8:22 ~、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
 8:22 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中去。
 9: 2 在~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
13:10 出、就变~、月亮也不放光。
29:18 眼、必从迷蒙~中得以看见。
42: 7 的出牢狱、领坐~的出监牢。
42:16 在他们面前使~变为光明、使
45:19 我没有在隐密~之地说话、我
49: 9 对那在~的人说、显露吧．他
50: 3 我使诸天以~为衣服、以麻布
58:10 你的光就必在~中发现、你的
59: 9 却是~．指望光明、却行幽暗
60: 2 ~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
耶 4:28 也必~．因为我言已出、我意
13:16 耶和华你们的　神未使~来到
23:12 他们的道路必像~中的滑地、
哀 3: 2 使我行在~中、不行在光明里
结32: 8 使你的地上~．这是主耶和华
34:12 这些羊在密云~的日子散到各
珥 2: 2 那日是~、幽冥、密云、乌黑
 2:31 日头要变为~、月亮要变为血

摩 5:18 的日子呢．那日~没有光明．
 5:20 不是~没有光明么．不是幽暗
 8: 9 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
弥 3: 6 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
 7: 8 我虽坐在~里、耶和华却作我
鸿 1: 8 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
番 1:15 是~、幽冥、密云、乌黑的日
太 4:16 那坐在~里的百姓、看见了大
 6:23 全身就~．你里头的光若黑暗
 6:23 你里头的光若~了、那黑暗是
 6:23 若黑暗了、那~是何等大呢。
 8:12 竟被赶到外边~里去．在那里
22:13 把他丢在外边的~里．在那里
25:30 丢在外面~里．在那里必要哀
27:45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了。
可15:33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了。
路 1:79 要照亮坐在~中死荫里的人．
11:34 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
11:35 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了。
11:36 毫无~、就必全然光明、如同
22:53 却是你们的时候、~掌权了。
23:44 正、遍地都~了、直到申初、
约 1: 5 光照在~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1: 5 照在黑暗里、~却不接受光。
 3:19 不爱光倒爱~、定他们的罪就
 8:12 就不在~里走、必要得着生命
12:35 免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
12:35 那在~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
12:46 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里。
徒 2:20 日头要变为~、月亮要变为血
13:11 立刻昏蒙~、四下里求人拉着
26:18 从~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
罗 2:19 瞎子领路的、是~中人的光、
林后 4: 6 那吩咐光从~里照出来的　神

 6:14 呢．光明和~有什么相通呢．
西 1:13 他救了我们脱离~的权势、把
帖前 5: 4 你们却不在~里、叫那日子临
来12:18 山有火焰、密云、~、暴风、
彼前 2: 9 扬那召你们出~入奇妙光明者
彼后 2: 4 狱、交在~坑中、等候审判．
约壹 1: 5 在他毫无~．这是我们从主所

 1: 6 却仍在~里行、就是说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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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因为~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
 2: 9 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里。
 2:11 惟独恨弟兄的是在~里、且在
 2:11 且在~里行、也不知道往那里
 2:11 里去、因为~叫他眼睛瞎了。
犹 1: 6 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里
启 8:12 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了、
16:10 兽的国就~了．人因疼痛就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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