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見 聖經(78次)

新約(24次)
福音書(12)
歷史書(6)
保羅書信(3)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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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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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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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1) 雅各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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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7)
歷史書(8)

預言書(1)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0)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1)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54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8)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8)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3)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9)
詩歌智慧書(16) 約伯記(4) 詩篇(5) 箴言(4) 傳道書(0) 雅歌(3)

創 4:14 以致~你面．我必流離飄蕩在
 9:23 他們背著臉就看~父親的赤身
出10: 5 甚至看~地、並且吃那冰雹所
利20: 4 本地人若佯為~、不把他治死
申22: 1 不可佯為~、總要把他牽回來
22: 3 都要這樣行、不可佯為~。
22: 4 不可佯為~、總要幫助他拉起
士 6:21 餅．耶和華的使者也就~了。
撒下 3:24 何送他去、他就蹤影~了呢。
王上20:40 那人就~了．以色列王對他說
王下 3:17 你們雖~風、不見雨、這谷必

 3:17 ~雨、這谷必滿了水、使你們
 7: 5 到了營邊、~一人在那裏。
 7:10 ~一人在那裏、也無人聲、只
尼 4:11 ~、我們進入他們中間、殺他
伯 3: 9 也~早晨的光線。〔光線原文
 9:25 的更快、急速過去、~福樂。
11:11 他雖不留意、還是無所~。
33:21 先前~的骨頭、都凸出來。
詩49: 8 ~朽壞．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
49:19 他歷代的祖宗那裏、永~光。
74: 9 我們~我們的標幟．不再有先
107: 4 荒地漂流、尋~可住的城邑．
139:12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黑
箴 1:28 應、懇切的尋找我、卻尋~．
13: 8 價．窮乏人卻聽~威嚇的話。
14: 7 昧人面前、~他嘴中有知識。
28:27 乏．佯為~的、必多受咒詛。
歌 3: 1 所愛的．我尋找他、卻尋~。
 3: 2 所愛的．我尋找他、卻尋~。
 5: 6 竟尋~．我呼叫他、他卻不回
賽33:19 你必~那強暴的民、就是說話
35: 9 在那裏都遇~．只有贖民在那
38:11 就是在活人之地~耶和華．我
耶 5:12 刀劍和饑荒、我們也看~。
 9:10 人也聽~牲畜鳴叫．空中的飛
12: 4 們曾說、他看~我們的結局。
17: 6 ~福樂來到、卻要住曠野乾旱
23:24 使我看~他呢．耶和華說、我
42:14 在那裏看~爭戰、聽不見角聲
42:14 聽~角聲、也不至無食饑餓．
44:17 吃飽飯、享福樂、並~災禍。

結 8:12 耶和華看~我們、耶和華已經
 9: 9 已經離棄這地、他看~我們．
12: 2 他們有眼睛看~、有耳朵聽不
12: 2 有耳朵聽~、因為他們是悖逆
12: 6 並要蒙住臉看~地、因為我立
12:12 去．他必蒙住臉、眼看~地。
12:13 他雖死在那裏、卻看~那地。
26:21 卻永尋~．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何 2: 7 卻尋~、便說、我要歸回前夫
 5: 6 卻尋~．他已經轉去離開他們
12: 8 人必~有甚麼不義、可算為罪
彌 3: 6 以致~異象．又必遭遇幽暗、
太13:13 是因他們看也看~、聽也聽不
13:13 不見、聽也聽~、也不明白。
17: 8 他們舉目~一人、只見耶穌在
可 8:18 看~麼、有耳朵、聽不見麼．
 8:18 耳朵、聽~麼．也不記得麼。
路 6:42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
 8:10 叫他們看也看~、聽也聽不明
24: 3 進去、只是~主耶穌的身體。
24:23 ~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
24:31 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了。
約 8:51 若遵守我的道、就永遠~死。
14:17 因為~他、也不認識他．你們
徒 1: 9 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他了。
 2:31 陰間、他的肉身、也~朽壞、
 5:22 ~他們在監裏、就回來稟報說
 5:23 至開了門、裏面一個人都~。
 9: 7 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人。
13:11 暫且~日光。他的眼睛、立刻
羅 8:25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的、就必
林後 4:18 乃是顧念所~的．因為所見的

 4:18 是暫時的、所~的是永遠的。
來 2: 8 只是如今我們還~萬物都服他
雅 4:14 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了。
啟16:20 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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