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 圣经(87次)

新约(2次)
福音书(0)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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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 mì

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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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历史书(10)

预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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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1) 出埃及记(2)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85次)

以赛亚书(10)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11)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0)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1)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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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诗歌智慧书(36) 约伯记(15) 诗篇(12) 箴言(7) 传道书(0) 雅歌(2)

创22:13 两角扣在稠~的小树中、亚伯
出19: 9 我要在~云中临到你那里、叫
19:16 和~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
利23:40 与茂~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
民 5:13 事情严~瞒过他丈夫、而且他
申 4:11 天、并有昏黑、~云、幽暗。
士 3:19 我有一件机~事奏告你．王说
撒上13: 6 林、石穴、隐~处、和坑中。
撒下 3:27 假作要与他说机~话、就在那

18: 9 从大橡树~枝底下经过、他的
王上20:30 逃入城、藏在严~的屋子里。

22:25 你进严~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王下 9: 2 中起来、带他进严~的屋子、

10:11 ~友、祭司、耶户尽都杀了、
代下18:24 你进严~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尼 8:15 和各样茂~树的枝子取来、照
伯 3: 5 愿~云停在其上．愿日蚀恐吓
 9: 9 参星、昴星、并南方的~宫。
14:13 存于隐~处、等你的忿怒过去
15: 8 你曾听见　神的~旨么．你还
19:14 断绝、我的~友、都忘记我。
19:19 我的~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
22:14 ~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
26: 8 将水包在~云中、云却不破裂
29: 4 棚中．　神待我有~友之情．
37:11 他使~云盛满水气．布散电光
38:16 或在深渊的隐~处行走么。
38:39 少壮狮子在隐~处埋伏、你能
40:13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处．
40:21 卧在芦苇隐~处、和水洼子里
41:15 可夸、紧紧合闭、封得严~。
诗10: 8 他在隐~处杀害无辜的人．他
11: 6 他要向恶人~布网罗．有烈火
25:14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他
27: 5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处、将
31:20 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处
38:11 我的良朋~友、因我的灾病、
51: 6 你在我隐~处、必使我得智慧
61: 4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处
81: 7 我在雷的隐~处应允你、在米
88:18 你把我的良朋~友隔在远处、
91: 1 住在至高者隐~处的、必住在

97: 2 ~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
箴 3:32 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
11:13 泄漏~事．心中诚实的、遮隐
16:28 播散分争．传舌的离间~友。
17: 9 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友。
18:24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
20:19 泄漏~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
25: 9 人辩论．不可泄漏人的~事．
歌 2:14 在陡岩的隐~处．求你容我得
 5:11 他的头发厚~累垂、黑如乌鸦
赛 9:18 在稠~的树林中着起来、就成
10:34 稠~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
16: 4 求你作他的隐~处、脱离灭命
30:27 ~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忿恨
32: 2 和避暴雨的隐~处、又像河流
45: 3 和隐~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
45:19 我没有在隐~黑暗之地说话、
48: 6 新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事
48:16 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处说话
65: 4 在隐~处住宿、吃猪肉、他们
耶 4: 7 有狮子从~林中上来、是毁坏
 4:29 进入~林、爬上磐石．各城被
23:24 人岂能在隐~处藏身、使我看
25:38 他离了隐~处像狮子一样、他
49: 8 住在深~处．因为我向以扫追
49:10 显出他的隐~处．他不能自藏
49:30 住在深~处．因为巴比伦王尼
哀 3:10 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处。
结 6:13 各茂~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
 7:22 他们亵渎我隐~之所、强盗也
19:11 这枝干高举在茂~的枝中、而
20:28 各茂~树、就在那里献祭、奉
30: 3 就是~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
30:18 必有~云遮蔽、其中的女子、
31: 3 影~如林、极其高大、树尖插
32: 7 以~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
34:12 这些羊在~云黑暗的日子散到
38: 9 暴风上来、如~云遮盖地面。
38:16 如~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
珥 2: 2 ~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
俄 1: 6 以扫的隐~处、何竟被搜寻．
弥 7: 5 不要信靠~友．要守住你的口

番 1:15 幽冥、~云、乌黑的日子、
徒10:24 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友
来12:18 有火焰、~云、黑暗、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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