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暗 聖經(134次)

新約(43次)
福音書(22)
歷史書(3)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6) 約翰福音(7)
使徒行傳(3)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0) 歌羅西書(1)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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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 hēi àn

普通書信(11)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1) 約翰壹書(7)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1)
啟示錄(2)

律法書(7)
歷史書(5)

預言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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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4)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91次)

以賽亞書(14)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2)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9) 何西阿書(0) 約珥書(2)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2)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0)
詩歌智慧書(50) 約伯記(25) 詩篇(16) 箴言(3) 傳道書(6) 雅歌(0)

創 1: 2 淵面~．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
15:12 忽然有驚人的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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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黑暗似乎摸得
10:21 及地黑暗、這~似乎摸得著。
14:20 一邊~、一邊發光、終夜兩下
申 5:23 你們聽見從~中出來的聲音、
書24: 7 他就使你們和埃及人中間~了
撒上 2: 9 使惡人在~中寂然不動、人都
撒下22:12 他以~、和聚集的水、天空的

22:29 的燈．耶和華必照明我的~。
王上18:45 霎時間天因風雲~、降下大雨
伯 3: 4 願那日變為~．願　神不從上
 3: 5 願~和死蔭索取那日．願密雲
 3: 9 願那夜黎明的星宿變為~．盼
 5:14 他們白晝遇見~、午間摸索、
10:20 就是往~和死蔭之地以先、可
11:17 午更明．雖有~、仍像早晨。
12:22 他將深奧的事從~中彰顯、使
12:25 在~中摸索、又使他們東倒西
15:22 他不信自己能從~中轉回．他
15:23 他知道~的日子在他手邊預備
15:30 他不得出離~．火焰要將他的
17:12 夜為白晝．說、亮光近乎~。
17:13 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中．
18: 6 要變為~．他以上的燈、也必
18:18 他必從光明中被攆到~裏、必
19: 8 不得經過．又使我的路徑~。
20:26 他的財寶歸於~．人所不吹的
22:11 或有~蒙蔽你、並有洪水淹沒
23:17 不是因為~、也不是因為幽暗
26:10 出界限、直到光明~的交界。
28: 3 人為~定界限、查究幽暗陰翳
29: 3 我頭上．我藉他的光行過~。
30:26 了．我等待光明、~便來了。
34:22 沒有~、陰翳、能給作孽的藏
38:19 何而至、~的本位在於何處。
詩18:11 他以~為藏身之處、以水的黑
18:11 以水的~、天空的厚雲、為他
18:28 耶和華我的　神必照明我的~
74:20 因為地上~之處、都滿了強暴
82: 5 在~中走來走去．地的根基都

88: 6 的坑裏、在~地方、在深處。
88:18 使我所認識的人、進入~裏。
104:20 你造~為夜、林中的百獸就都
105:28 他命~、就有黑暗．沒有違背
105:28 就有~．沒有違背他話的。
107:10 那些坐在~中死蔭裏的人、被
107:14 他從~中、和死蔭裏、領他們
112: 4 正直人在~中、有光向他發現
139:11 ~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
139:12 ~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
139:12 ~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
箴 2:13 捨棄正直的路、行走~的道、
 7: 9 或晚上、或半夜、或~之中、
20:20 他的燈必滅、變為漆黑的~。
傳 2:13 勝過愚昧、如同光明勝過~。
 2:14 愚昧人在~裏行．我卻看明有
 5:17 並且他終身在~中吃喝、多有
 6: 4 暗暗而去、名字被~遮蔽．
11: 8 然而也當想到~的日子、因為
12: 2 宿、變為~、雨後雲彩反回、
賽 5:30 只見~艱難．光明在雲中變為
 8:22 ~、和幽暗的痛苦．他們必被
 8:22 他們必被趕入烏黑的~中去。
 9: 2 在~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
13:10 出、就變~、月亮也不放光。
29:18 眼、必從迷矇~中得以看見。
42: 7 的出牢獄、領坐~的出監牢。
42:16 在他們面前使~變為光明、使
45:19 我沒有在隱密~之地說話、我
49: 9 對那在~的人說、顯露吧．他
50: 3 我使諸天以~為衣服、以麻布
58:10 你的光就必在~中發現、你的
59: 9 卻是~．指望光明、卻行幽暗
60: 2 ~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
耶 4:28 也必~．因為我言已出、我意
13:16 耶和華你們的　神未使~來到
23:12 他們的道路必像~中的滑地、
哀 3: 2 使我行在~中、不行在光明裏
結32: 8 使你的地上~．這是主耶和華
34:12 這些羊在密雲~的日子散到各
珥 2: 2 那日是~、幽冥、密雲、烏黑
 2:31 日頭要變為~、月亮要變為血

摩 5:18 的日子呢．那日~沒有光明．
 5:20 不是~沒有光明麼．不是幽暗
 8: 9 在午間落下、使地在白晝~。
彌 3: 6 必向你們沉落、白晝變為~。
 7: 8 我雖坐在~裏、耶和華卻作我
鴻 1: 8 尼尼微、又驅逐仇敵進入~。
番 1:15 是~、幽冥、密雲、烏黑的日
太 4:16 那坐在~裏的百姓、看見了大
 6:23 全身就~．你裏頭的光若黑暗
 6:23 你裏頭的光若~了、那黑暗是
 6:23 若黑暗了、那~是何等大呢。
 8:12 竟被趕到外邊~裏去．在那裏
22:13 把他丟在外邊的~裏．在那裏
25:30 丟在外面~裏．在那裏必要哀
27:45 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了。
可15:33 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了。
路 1:79 要照亮坐在~中死蔭裏的人．
11:34 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
11:35 恐怕你裏頭的光、或者~了。
11:36 毫無~、就必全然光明、如同
22:53 卻是你們的時候、~掌權了。
23:44 正、遍地都~了、直到申初、
約 1: 5 光照在~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1: 5 照在黑暗裏、~卻不接受光。
 3:19 不愛光倒愛~、定他們的罪就
 8:12 就不在~裏走、必要得著生命
12:35 免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
12:35 那在~裏行走的、不知道往何
12:46 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裏。
徒 2:20 日頭要變為~、月亮要變為血
13:11 立刻昏蒙~、四下裏求人拉著
26:18 從~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
羅 2:19 瞎子領路的、是~中人的光、
林後 4: 6 那吩咐光從~裏照出來的　神

 6:14 呢．光明和~有甚麼相通呢．
西 1:13 他救了我們脫離~的權勢、把
帖前 5: 4 你們卻不在~裏、叫那日子臨
來12:18 山有火焰、密雲、~、暴風、
彼前 2: 9 揚那召你們出~入奇妙光明者
彼後 2: 4 獄、交在~坑中、等候審判．
約壹 1: 5 在他毫無~．這是我們從主所

 1: 6 卻仍在~裏行、就是說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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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因為~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
 2: 9 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裏。
 2:11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裏、且在
 2:11 且在~裏行、也不知道往那裏
 2:11 裏去、因為~叫他眼睛瞎了。
猶 1: 6 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裏
啟 8:12 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了、
16:10 獸的國就~了．人因疼痛就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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