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睛 聖經(110次)

新約(52次)
福音書(35)
歷史書(7)
保羅書信(5)

馬太福音(11) 馬可福音(4)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13)
使徒行傳(7)
羅馬書(2) 哥林多前書(1) 哥林多後書(0) 加拉太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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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1)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4)

律法書(11)
歷史書(5)

預言書(4)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2)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0) 列王記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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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 民數記(1) 申命記(1)
舊約(58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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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9)
詩歌智慧書(32) 約伯記(7) 詩篇(21) 箴言(3) 傳道書(1) 雅歌(0)

創 3: 5 你們吃的日子~就明亮了、你
 3: 7 他們二人的~就明亮了、才知
21:19 　神使夏甲的~明亮、他就看
27: 1 ~昏花、不能看見、就叫了他
29:17 利亞的~沒有神氣、拉結卻生
46: 4 原文作將手按在你的~上〕
48:10 ~昏花、不能看見、約瑟領他
49:12 他的~必因酒紅潤、他的牙齒
利21:20 ~有毛病的、長癬的、長疥的
民16:14 難道你要剜這些人的~麼。我
申34: 4 現在我使你~看見了、你卻不
士16:21 剜了他的~、帶他下到迦薩、
撒上14:27 轉手送入口內、~就明亮了。

14:29 嘗了這一點蜜、~就明亮了。
王下 4:35 打了七個噴嚏、就睜開~了。

25: 7 並且剜了西底家的~、用銅鍊
伯 7: 7 口氣．我的~必不再見福樂。
17: 5 連他兒女的~、也要失明。
17: 7 我的~因憂愁昏花、我的百體
29:11 有福．~看我的、便稱讚我．
31: 1 我與~立約、怎能戀戀瞻望處
39:29 那裏窺看食物、~遠遠觀望。
41:18 他~好像早晨的光線．〔光線
詩 6: 7 我因憂愁~乾癟．又因我一切
 6: 7 又因我一切的敵人~昏花。
10: 8 他的~窺探無倚無靠的人。
17: 2 前發出．願你的~觀看公正。
31: 9 我的~因憂愁而乾癟、連我的
54: 7 我的~也看見了我仇敵遭報。
66: 7 他的~鑒察列邦．悖逆的人不
69: 3 乾．我因等候　神、~失明。
69:23 願他們的~昏矇、不得看見．
73: 7 他們的~因體胖而凸出．他們
88: 9 我的~、因困苦而乾癟。耶和
92:11 我~看見仇敵遭報、我耳朵聽
94: 9 造~的、難道自己不看見麼．
119:18 求你開我的~、使我看出你律
119:82 ~失明、說、你何時安慰我。
119:123恩、和你公義的話、~失明。
123: 2 僕人的~怎樣望主人的手、使
123: 2 使女的~怎樣望主母的手、我
123: 2 我們的~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

132: 4 我不容我的~睡覺、也不容我
146: 8 耶和華開了瞎子的~．耶和華
箴 4:25 要向前正看你的~〔原文作皮
 6: 4 不要容你的~睡覺、不要容你
30:17 他的~、必為谷中的烏鴉啄出
傳 6: 9 ~所看的、比心裏妄想的倒好
賽 6:10 ~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
 6:10 恐怕~看見、耳朵聽見、心裏
38:14 ~困倦．耶和華阿、我受欺壓
耶39: 7 並且剜西底家的~、用銅鍊鎖
52:11 並且剜了西底家的~、用銅鍊
哀 5:17 們心裏發昏．我們的~昏花。
結 1:18 可畏．四個輪輞周圍滿有~。
10:12 都滿了~．這四個基路伯的輪
12: 2 他們有~看不見、有耳朵聽不
亞 4:10 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遍察
太 6:22 ~就是身上的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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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就摸他們的~、說、照著
 9:30 他們的~就開了。耶穌切切的
13:15 ~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
13:15 恐怕~看見、耳朵聽見、心裏
13:16 但你們的~是有福的、因為看
20:33 主阿、要我們的~能看見。
20:34 把他們的~一摸、他們立刻看
26:43 睡著了、因為他們的~困倦。
可 8:18 你們有~、看不見麼、有耳朵
 8:23 就吐唾沫在他~上、按手在他
 8:25 隨後又按手在他~上、他定睛
14:40 因為他們的~甚是困倦．他們
路 2:30 因為我的~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10:23 們所看見的、那~就有福了．
11:34 你~就是身上的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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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他們的~迷糊了、不認識
24:31 他們的~明亮了、這才認出他
約 9: 6 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上、
 9:10 他說、你的~是怎麼開的呢。
 9:11 他和泥抹我的~、對我說、你
 9:14 耶穌和泥開他~的日子是安息

 9:15 他把泥抹在我的~上、我去一
 9:17 他既然開了你的~、你說他是
 9:21 是誰開了他的~、我們也不知
 9:26 甚麼、是怎麼開了你的~呢。
 9:30 他開了我的~、你們竟不知道
 9:32 見有人把生來是瞎子的~開了
10:21 鬼豈能叫瞎子的~開了呢。
11:37 他既然開了瞎子的~、豈不能
12:40 免得他們~看見、心裏明白、
徒 9: 8 睜開~、竟不能看見甚麼．有
 9:18 掃羅的~上、好像有鱗立刻掉
 9:40 他就睜開~、見了彼得、便坐
13:11 他的~、立刻昏蒙黑暗、四下
26:18 要叫他們的~得開、從黑暗中
28:27 ~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
28:27 恐怕~看見、耳朵聽見、心裏
羅11: 8 ~不能看見、耳朵不能聽見、
11:10 願他們的~昏矇、不得看見．

林前 2: 9 是~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加 4:15 就是把自己的~剜出來給我、
弗 1:18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使你
約壹 2:11 裏去、因為黑暗叫他~瞎了。
啟 3:18 又買眼藥擦你的~、使你能看
 4: 6 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
 4: 8 遍體內外都滿了~．他們晝夜
19:12 他的~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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