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 聖經(87次)

新約(2次)
福音書(0)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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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 mì

普通書信(1)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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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歷史書(10)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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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1)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85次)

以賽亞書(10)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11)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0)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1)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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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詩歌智慧書(36) 約伯記(15) 詩篇(12) 箴言(7) 傳道書(0) 雅歌(2)

創22:13 兩角扣在稠~的小樹中、亞伯
出19: 9 我要在~雲中臨到你那裏、叫
19:16 和~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
利23:40 與茂~樹的枝條、並河旁的柳
民 5:13 事情嚴~瞞過他丈夫、而且他
申 4:11 天、並有昏黑、~雲、幽暗。
士 3:19 我有一件機~事奏告你．王說
撒上13: 6 林、石穴、隱~處、和坑中。
撒下 3:27 假作要與他說機~話、就在那

18: 9 從大橡樹~枝底下經過、他的
王上20:30 逃入城、藏在嚴~的屋子裏。

22:25 你進嚴~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王下 9: 2 中起來、帶他進嚴~的屋子、

10:11 ~友、祭司、耶戶盡都殺了、
代下18:24 你進嚴~的屋子藏躲的那日、
尼 8:15 和各樣茂~樹的枝子取來、照
伯 3: 5 願~雲停在其上．願日蝕恐嚇
 9: 9 參星、昴星、並南方的~宮。
14:13 存於隱~處、等你的忿怒過去
15: 8 你曾聽見　神的~旨麼．你還
19:14 斷絕、我的~友、都忘記我。
19:19 我的~友都憎惡我、我平日所
22:14 ~雲將他遮蓋、使他不能看見
26: 8 將水包在~雲中、雲卻不破裂
29: 4 棚中．　神待我有~友之情．
37:11 他使~雲盛滿水氣．布散電光
38:16 或在深淵的隱~處行走麼。
38:39 少壯獅子在隱~處埋伏、你能
40:13 把他們的臉蒙蔽在隱~處．
40:21 臥在蘆葦隱~處、和水窪子裏
41:15 可誇、緊緊合閉、封得嚴~。
詩10: 8 他在隱~處殺害無辜的人．他
11: 6 他要向惡人~布網羅．有烈火
25:14 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他
27: 5 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處、將
31:20 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處
38:11 我的良朋~友、因我的災病、
51: 6 你在我隱~處、必使我得智慧
61: 4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隱~處
81: 7 我在雷的隱~處應允你、在米
88:18 你把我的良朋~友隔在遠處、
91: 1 住在至高者隱~處的、必住在

97: 2 ~雲和幽暗、在他的四圍．公
箴 3:32 所憎惡．正直人為他所親~。
11:13 洩漏~事．心中誠實的、遮隱
16:28 播散分爭．傳舌的離間~友。
17: 9 愛．屢次挑錯的、離間~友。
18:24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
20:19 洩漏~事．大張嘴的不可與他
25: 9 人辯論．不可洩漏人的~事．
歌 2:14 在陡巖的隱~處．求你容我得
 5:11 他的頭髮厚~纍垂、黑如烏鴉
賽 9:18 在稠~的樹林中著起來、就成
10:34 稠~的樹林、他要用鐵器砍下
16: 4 求你作他的隱~處、脫離滅命
30:27 ~煙上騰．他的嘴唇滿有忿恨
32: 2 和避暴雨的隱~處、又像河流
45: 3 和隱~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
45:19 我沒有在隱~黑暗之地說話、
48: 6 新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隱~事
48:16 我從起頭並未曾在隱~處說話
65: 4 在隱~處住宿、吃豬肉、他們
耶 4: 7 有獅子從~林中上來、是毀壞
 4:29 進入~林、爬上磐石．各城被
23:24 人豈能在隱~處藏身、使我看
25:38 他離了隱~處像獅子一樣、他
49: 8 住在深~處．因為我向以掃追
49:10 顯出他的隱~處．他不能自藏
49:30 住在深~處．因為巴比倫王尼
哀 3:10 如熊埋伏、如獅子在隱~處。
結 6:13 各茂~的橡樹下、乃是他們獻
 7:22 他們褻瀆我隱~之所、強盜也
19:11 這枝榦高舉在茂~的枝中、而
20:28 各茂~樹、就在那裏獻祭、奉
30: 3 就是~雲之日、列國受罰之期
30:18 必有~雲遮蔽、其中的女子、
31: 3 影~如林、極其高大、樹尖插
32: 7 以~雲遮掩太陽、月亮也不放
34:12 這些羊在~雲黑暗的日子散到
38: 9 暴風上來、如~雲遮蓋地面。
38:16 如~雲遮蓋地面．末後的日子
珥 2: 2 ~雲、烏黑的日子、好像晨光
俄 1: 6 以掃的隱~處、何竟被搜尋．
彌 7: 5 不要信靠~友．要守住你的口

番 1:15 幽冥、~雲、烏黑的日子、
徒10:24 哥尼流已經請了他的親屬~友
來12:18 有火焰、~雲、黑暗、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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