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见 圣经(78次)

新约(24次)
福音书(12)
历史书(6)
保罗书信(3)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2)
使徒行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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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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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 bú jiàn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1) 雅各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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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历史书(8)

预言书(1)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0)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1)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0)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1) 以斯帖记(0)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54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8)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4) 何西阿书(3)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9)
诗歌智慧书(16) 约伯记(4) 诗篇(5) 箴言(4) 传道书(0) 雅歌(3)

创 4:14 以致~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
 9:23 他们背着脸就看~父亲的赤身
出10: 5 甚至看~地、并且吃那冰雹所
利20: 4 本地人若佯为~、不把他治死
申22: 1 不可佯为~、总要把他牵回来
22: 3 都要这样行、不可佯为~。
22: 4 不可佯为~、总要帮助他拉起
士 6:21 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了。
撒下 3:24 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了呢。
王上20:40 那人就~了．以色列王对他说
王下 3:17 你们虽~风、不见雨、这谷必

 3:17 ~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
 7: 5 到了营边、~一人在那里。
 7:10 ~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
尼 4:11 ~、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
伯 3: 9 也~早晨的光线。〔光线原文
 9:25 的更快、急速过去、~福乐。
11:11 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
33:21 先前~的骨头、都凸出来。
诗49: 8 ~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
49:19 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光。
74: 9 我们~我们的标帜．不再有先
107: 4 荒地漂流、寻~可住的城邑．
139:12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黑
箴 1:28 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
13: 8 价．穷乏人却听~威吓的话。
14: 7 昧人面前、~他嘴中有知识。
28:27 乏．佯为~的、必多受咒诅。
歌 3: 1 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
 3: 2 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
 5: 6 竟寻~．我呼叫他、他却不回
赛33:19 你必~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
35: 9 在那里都遇~．只有赎民在那
38:11 就是在活人之地~耶和华．我
耶 5:12 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
 9:10 人也听~牲畜鸣叫．空中的飞
12: 4 们曾说、他看~我们的结局。
17: 6 ~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
23:24 使我看~他呢．耶和华说、我
42:14 在那里看~争战、听不见角声
42:14 听~角声、也不至无食饥饿．
44:17 吃饱饭、享福乐、并~灾祸。

结 8:12 耶和华看~我们、耶和华已经
 9: 9 已经离弃这地、他看~我们．
12: 2 他们有眼睛看~、有耳朵听不
12: 2 有耳朵听~、因为他们是悖逆
12: 6 并要蒙住脸看~地、因为我立
12:12 去．他必蒙住脸、眼看~地。
12:13 他虽死在那里、却看~那地。
26:21 却永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何 2: 7 却寻~、便说、我要归回前夫
 5: 6 却寻~．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
12: 8 人必~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
弥 3: 6 以致~异象．又必遭遇幽暗、
太13:13 是因他们看也看~、听也听不
13:13 不见、听也听~、也不明白。
17: 8 他们举目~一人、只见耶稣在
可 8:18 看~么、有耳朵、听不见么．
 8:18 耳朵、听~么．也不记得么。
路 6:42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
 8:10 叫他们看也看~、听也听不明
24: 3 进去、只是~主耶稣的身体。
24:23 ~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
24:31 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了。
约 8:51 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死。
14:17 因为~他、也不认识他．你们
徒 1: 9 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他了。
 2:31 阴间、他的肉身、也~朽坏、
 5:22 ~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
 5:23 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
 9: 7 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人。
13:11 暂且~日光。他的眼睛、立刻
罗 8:25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的、就必
林后 4:18 乃是顾念所~的．因为所见的

 4:18 是暂时的、所~的是永远的。
来 2: 8 只是如今我们还~万物都服他
雅 4:14 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了。
启16:20 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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