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睛 圣经(110次)

新约(52次)
福音书(35)
历史书(7)
保罗书信(5)

马太福音(11) 马可福音(4)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13)
使徒行传(7)
罗马书(2) 哥林多前书(1)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1) 以弗所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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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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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1)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1)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4)

律法书(11)
历史书(5)

预言书(4)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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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埃及记(0) 利未记(1) 民数记(1) 申命记(1)
旧约(58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9)
诗歌智慧书(32) 约伯记(7) 诗篇(21) 箴言(3) 传道书(1) 雅歌(0)

创 3: 5 你们吃的日子~就明亮了、你
 3: 7 他们二人的~就明亮了、才知
21:19 　神使夏甲的~明亮、他就看
27: 1 ~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
29:17 利亚的~没有神气、拉结却生
46: 4 原文作将手按在你的~上〕
48:10 ~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
49:12 他的~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
利21:20 ~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
民16:14 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么。我
申34: 4 现在我使你~看见了、你却不
士16:21 剜了他的~、带他下到迦萨、
撒上14:27 转手送入口内、~就明亮了。

14:29 尝了这一点蜜、~就明亮了。
王下 4:35 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了。

25: 7 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用铜链
伯 7: 7 口气．我的~必不再见福乐。
17: 5 连他儿女的~、也要失明。
17: 7 我的~因忧愁昏花、我的百体
29:11 有福．~看我的、便称赞我．
31: 1 我与~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
39:29 那里窥看食物、~远远观望。
41:18 他~好像早晨的光线．〔光线
诗 6: 7 我因忧愁~干瘪．又因我一切
 6: 7 又因我一切的敌人~昏花。
10: 8 他的~窥探无倚无靠的人。
17: 2 前发出．愿你的~观看公正。
31: 9 我的~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
54: 7 我的~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
66: 7 他的~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
69: 3 干．我因等候　神、~失明。
69:23 愿他们的~昏蒙、不得看见．
73: 7 他们的~因体胖而凸出．他们
88: 9 我的~、因困苦而干瘪。耶和
92:11 我~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
94: 9 造~的、难道自己不看见么．
119:18 求你开我的~、使我看出你律
119:82 ~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
119:123恩、和你公义的话、~失明。
123: 2 仆人的~怎样望主人的手、使
123: 2 使女的~怎样望主母的手、我
123: 2 我们的~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

132: 4 我不容我的~睡觉、也不容我
146: 8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耶和华
箴 4:25 要向前正看你的~〔原文作皮
 6: 4 不要容你的~睡觉、不要容你
30:17 他的~、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
传 6: 9 ~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
赛 6:10 ~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
 6:10 恐怕~看见、耳朵听见、心里
38:14 ~困倦．耶和华阿、我受欺压
耶39: 7 并且剜西底家的~、用铜链锁
52:11 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用铜链
哀 5:17 们心里发昏．我们的~昏花。
结 1:18 可畏．四个轮辋周围满有~。
10:12 都满了~．这四个基路伯的轮
12: 2 他们有~看不见、有耳朵听不
亚 4:10 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遍察
太 6:22 ~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
 6:22 你的~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6:23 你的~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9:29 耶稣就摸他们的~、说、照着
 9:30 他们的~就开了。耶稣切切的
13:15 ~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
13:15 恐怕~看见、耳朵听见、心里
13:16 但你们的~是有福的、因为看
20:33 主阿、要我们的~能看见。
20:34 把他们的~一摸、他们立刻看
26:43 睡着了、因为他们的~困倦。
可 8:18 你们有~、看不见么、有耳朵
 8:23 就吐唾沫在他~上、按手在他
 8:25 随后又按手在他~上、他定睛
14:40 因为他们的~甚是困倦．他们
路 2:30 因为我的~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10:23 们所看见的、那~就有福了．
11:34 你~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
11:34 你的~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11:34 明．~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24:16 只是他们的~迷糊了、不认识
24:31 他们的~明亮了、这才认出他
约 9: 6 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上、
 9:10 他说、你的~是怎么开的呢。
 9:11 他和泥抹我的~、对我说、你
 9:14 耶稣和泥开他~的日子是安息

 9:15 他把泥抹在我的~上、我去一
 9:17 他既然开了你的~、你说他是
 9:21 是谁开了他的~、我们也不知
 9:26 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呢。
 9:30 他开了我的~、你们竟不知道
 9:32 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开了
10:21 鬼岂能叫瞎子的~开了呢。
11:37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岂不能
12:40 免得他们~看见、心里明白、
徒 9: 8 睁开~、竟不能看见什么．有
 9:18 扫罗的~上、好像有鳞立刻掉
 9:40 他就睁开~、见了彼得、便坐
13:11 他的~、立刻昏蒙黑暗、四下
26:18 要叫他们的~得开、从黑暗中
28:27 ~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
28:27 恐怕~看见、耳朵听见、心里
罗11: 8 ~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
11:10 愿他们的~昏蒙、不得看见．

林前 2: 9 是~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加 4:15 就是把自己的~剜出来给我、
弗 1:18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使你
约壹 2:11 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瞎了。
启 3:18 又买眼药擦你的~、使你能看
 4: 6 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
 4: 8 遍体内外都满了~．他们昼夜
19:12 他的~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

aBibleTool v0.94.2008.10 1 眼睛 yǎn jing

http://www.abiblet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