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昏 聖經(79次)

新約(8次)
福音書(2)
歷史書(1)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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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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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18)
歷史書(5)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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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6) 出埃及記(5) 利未記(1) 民數記(4) 申命記(2)
舊約(71次)

以賽亞書(13)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7)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0) 約珥書(2)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2)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7)
詩歌智慧書(14) 約伯記(4) 詩篇(8) 箴言(1) 傳道書(1) 雅歌(0)

創19:11 眼都~迷．他們摸來摸去、總
25:29 湯、以掃從田野回來累~了。
25:30 我累~了、求你把這紅湯給我
27: 1 眼睛~花、不能看見、就叫了
47:13 因那饑荒的緣故、都餓~了。
48:10 眼睛~花、不能看見、約瑟領
出12: 6 在黃~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
16:12 到黃~的時候、你們要吃肉、
29:39 隻、黃~的時候要獻那一隻。
29:41 一隻羊羔要在黃~的時候獻上
30: 8 黃~點燈的時候、他要在耶和
利23: 5 正月十四日黃~的時候、是耶
民 9: 3 就是本月十四日黃~的時候、
 9: 5 正月十四日黃~的時候、守逾
 9:11 黃~的時候、守逾越節、要用
28: 4 一隻、黃~的時候要獻一隻。
申 4:11 天、並有~黑、密雲、幽暗。
34: 7 眼目沒有~花、精神沒有衰敗

撒上 3: 2 方．他眼目~花、看不分明．
王下 6:18 求你使這些人的眼目~迷。耶

 6:18 沙的話、使他們的眼目~迷。
 7: 5 黃~的時候、他們起來往亞蘭
 7: 7 所以在黃~的時候他們起來逃
伯 4: 5 你就~迷．挨近你、你便驚惶
17: 7 我的眼睛因憂愁~花、我的百
24:15 姦夫等候黃~、說、必無眼能
41:25 驚恐．心裏慌亂、便都~迷。
詩 6: 7 又因我一切的敵人眼睛~花。
61: 2 我心裏發~的時候、我要從地
69:23 願他們的眼睛~矇、不得看見
77: 3 吟悲傷、心便發~。〔細拉〕
102: 1 困苦人發~的時候、在耶和華
107: 5 又饑又渴、心裏發~。
142: 3 我的靈在我裏面發~的時候、
143: 4 所以我的靈在我裏面發~．我
箴 7: 9 在黃~、或晚上、或半夜、或
傳12: 3 息、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暗、
賽 1: 5 們已經滿頭疼痛、全心發~。
 5:30 艱難．光明在雲中變為~暗。
 6:10 眼睛~迷．恐怕眼睛看見、耳
10:18 好像拿軍旗的~過去一樣。
21: 4 我所羨慕的黃~、變為我的戰

24:11 一切喜樂變為~暗．地上的歡
29: 8 醒了仍覺發~、心裏想喝．攻
29: 9 你們宴樂~迷吧．他們醉了、
32: 3 眼不再~迷、能聽的人、耳必
44:20 心中~迷、使他偏邪、他不能
51:20 你的眾子發~、在各市口上躺
57:16 所造的人與靈性、都必發~。
59:10 如在黃~一樣．我們在肥壯人
耶 4:31 殺人的跟前、我的心發~了。
 8:18 能自慰．我心在我裏面發~。
13:16 未在~暗山上絆跌之先、當將
哀 1:13 轉回．他使我終日淒涼發~。
 1:22 因我歎息甚多、心中發~。
 2:11 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街上發~
 2:12 他們在城內街上發~、好像受
 2:19 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餓發~
 5:17 這些事我們心裏發~．我們的
 5:17 心裏發昏．我們的眼睛~花。
結31:15 田野的諸樹、都因他發~。
32: 7 使眾星~暗、以密雲遮掩太陽
32: 8 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變為~暗
但 8:27 於是我但以理~迷不醒、病了
珥 2:10 天動、日月~暗、星宿無光。
 3:15 日月~暗、星宿無光。
摩 8:13 和少年的男子必因乾渴發~。
拿 2: 7 我心在我裏面發~的時候、我
 4: 8 使他發~、他就為自己求死、
亞11:17 乾、他的右眼也必~暗失明。
12: 2 圍列國的民成為令人~醉的杯
太 6:23 你的眼睛若~花、全身就黑暗
路11:34 眼睛若~花、全身就黑暗。
徒13:11 立刻~蒙黑暗、四下裏求人拉
羅 1:21 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暗了．
11: 8 　神給他們~迷的心、眼睛不
11:10 願他們的眼睛~矇、不得看見
弗 4:18 他們心地~昧、與　神所賜的
啟 9: 2 頭和天空、都因這煙~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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