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 圣经(127次)

新约(26次)
福音书(14)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0)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1)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3) 哥林多后书(1)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1) 腓立比书(0) 歌罗西书(1) 帖
撒罗尼迦前书(0) 帖撒罗尼迦后书(1) 提摩太前书(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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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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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书(3)
历史书(11)

预言书(1)

约书亚记(5)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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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101次)

以赛亚书(16) 耶利米书(9)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2)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2) 约拿书(0) 弥迦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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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诗歌智慧书(51) 约伯记(20) 诗篇(24) 箴言(5) 传道书(1) 雅歌(1)

创43:31 来、勉强~忍、吩咐人摆饭。
利 4:13 是~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
申29:29 ~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
书 2: 4 女人将二人~藏、就回答说、
 2:16 要在那里~藏三天、等追赶的
 6:17 因为他~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
 6:25 因为他~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
 7:19 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瞒。

撒上 3:17 你不要向我~瞒．你若将　神
 3:17 若将　神对你所说的~瞒一句
 3:18 并没有~瞒．以利说、这是出
13: 6 林、石穴、~密处、和坑中。
20: 2 怎么独有这事~瞒我呢．决不

王下 4:27 耶和华向我~瞒、没有指示我
伯 3:10 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藏。
 3:16 或像~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
 3:21 死、求死胜于求~藏的珍宝。
 3:23 人的道路既然遮~、　神又把
 5:21 你必被~藏、不受口舌之害．
14:13 存于~密处、等你的忿怒过去
15:18 列祖所受、传说而不~瞒的。
23: 9 在右边~藏、我也不能见他。
24: 4 正道．世上的贫民尽都~藏。
27:11 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瞒。
28:11 滴流．使~藏的物显露出来。
28:21 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藏、
33:17 原文作将骄傲向人~藏〕
38:16 或在深渊的~密处行走么。
38:30 或作~藏〕如石头、深渊之面
38:39 少壮狮子在~密处埋伏、你能
40:13 将他们一同~藏在尘土中、把
40:13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密处．
40:21 卧在芦苇~密处、和水洼子里
42: 3 使你的旨意~藏呢。我所说的
诗10: 1 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藏。
10: 8 他在~密处杀害无辜的人．他
17: 8 将我~藏在你翅膀的荫下、
19: 6 没有一物被~藏不得它的热气
19:12 愿你赦免我~而未现的过错。
27: 5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密处、将
31:20 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密处
32: 5 不~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

38: 9 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瞒。
40:10 我在大会中未曾~瞒你的慈爱
44:21 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秘。
51: 6 你在我~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55: 1 告．不要~藏不听我的恳求。
61: 4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密处
64: 2 求你把我~藏、使我脱离作恶
69: 5 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瞒。
78: 4 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瞒
81: 7 我在雷的~密处应允你、在米
83: 3 彼此商议要害你所~藏的人。
89:46 你要将自己~藏到永远么．你
90: 8 将我们的~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91: 1 住在至高者~密处的、必住在
119:19 求你不要向我~瞒你的命令。
139:15 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藏。
箴 2: 4 搜求他如搜求~藏的珍宝、
10:18 ~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
11:13 事．心中诚实的、遮~事情。
12:23 通达人~藏知识．愚昧人的心
25: 2 将事~秘、乃　神的荣耀．将
传12:14 连一切~藏的事、无论是善是
歌 2:14 在陡岩的~密处．求你容我得
赛 3: 9 并不~瞒、好像所多玛一样。
16: 3 ~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
16: 4 求你作他的~密处、脱离灭命
26:20 ~藏片时、等到忿怒过去。
29:14 聪明人的聪明、必然~藏。
30:20 你的教师却不再~藏、你眼必
32: 2 和避暴雨的~密处、又像河流
40:27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藏．以色
42:22 ~藏在狱里、他们作掠物、无
45: 3 和~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
45:15 神阿、你实在是自~的　神。
45:19 我没有在~密黑暗之地说话、
48: 6 新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密事
48:16 我从起头并未曾在~密处说话
65: 4 在~密处住宿、吃猪肉、他们
65:16 经忘记、也从我眼前~藏了。
耶16:17 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藏。
23:24 人岂能在~密处藏身、使我看
25:38 他离了~密处像狮子一样、他

36:26 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藏。
38:14 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瞒。
38:25 不要向我们~瞒、我们就不杀
42: 4 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瞒。
49:10 显出他的~密处．他不能自藏
50: 2 不可~瞒、说、巴比伦被攻取
哀 3:10 如熊埋伏、如狮子在~密处。
结 7:22 他们亵渎我~密之所、强盗也
28: 3 什么秘事都不能向你~藏．
但 2:22 他显明深奥~秘的事、知道暗
10: 7 他们却大大战兢、逃跑~藏、
12: 4 你要~藏这话、封闭这书．直
12: 9 因为这话已经~藏封闭、直到
何 5: 3 以色列不能向我~藏．以法莲
俄 1: 6 以扫的~密处、何竟被搜寻．
 1: 6 他~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
番 2: 3 发怒的日子、可以~藏起来。
太 5:14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藏的。
10:26 ~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13:35 把创世以来所~藏的事发明出
可 4:22 ~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7:24 不愿意人知道、却~藏不住。
路 1:24 伯怀了孕、就~藏了五个月、
 8:17 ~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
 8:47 那女人知道不能~藏、就战战
 9:45 意思乃是~藏的、叫他们不能
12: 2 ~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18:34 意思乃是~藏的、他们不晓得
19:42 无奈这事现在是~藏的、叫你
约 1:20 并不~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12:36 这话、就离开他们、~藏了。
徒26:26 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藏的
罗 2:16 耶稣基督审判人~秘事的日子
16:25 并照永古~藏不言的奥秘、坚

林前 2: 7 乃是从前所~藏、　神奥秘的
 4: 5 他要照出暗中的~情、显明人
14:25 他心里的~情显露出来、就必

林后12: 4 听见~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
弗 3: 9 这历代以来~藏在创造万物之
西 1:26 理就是历世历代所~藏的奥秘
帖后 2: 7 因为那不法的~意已经发动．
提前 5:25 那不明显的、也不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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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2:17 我必将那~藏的吗哪赐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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