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目 聖經(89次)

新約(3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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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目 yǎn m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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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法書(14)
歷史書(18)

預言書(2)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7)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2)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2) 出埃及記(0) 利未記(1) 民數記(7) 申命記(4)
舊約(86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5)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4)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8)
詩歌智慧書(32) 約伯記(5) 詩篇(9) 箴言(13) 傳道書(2) 雅歌(3)

創 2: 9 可以悅人的~、其上的果子好
 3: 6 也悅人的~、且是可喜愛的、
利26:16 叫~乾癟、精神消耗的癆病、
民10:31 安營、你可以當作我們的~。
15:39 ~、行邪淫、像你們素常一樣
22:31 耶和華使巴蘭的~明亮、他就
24: 3 ~閉住〔閉住或作睜開〕的人
24: 4 異象、~睜開而仆倒的人說、
24:15 ~閉住〔閉住或作睜開〕的人
24:16 異象、~睜開而仆倒的人說、
申11:12 和華你　神的~時常看顧那地
28:32 你的~終日切望、甚至失明、
28:65 中跳動、~失明、精神消耗。
34: 7 ~沒有昏花、精神沒有衰敗。

撒上 2:33 那未滅的必使你~乾癟、心中
 3: 2 地方．他~昏花、看不分明．
 4:15 八歲了、~發直、不能看見。

撒下22:28 但你的~、察看高傲的人、使
王上 1:20 以色列眾人的~都仰望你、等

 8:52 願你的~看顧僕人、聽你民以
14: 4 紀老邁、~發直、不能看見。

王下 6:17 求你開這少年人的~、使他能
 6:17 耶和華開他的~、他就看見滿
 6:18 求你使這些人的~昏迷。耶和
 6:18 利沙的話、使他們的~昏迷。
 6:20 求你開這些人的~、使他們能
 6:20 耶和華開他們的~、他們就看
19:22 高舉~、攻擊誰呢．乃是攻擊

代下16: 9 耶和華的~遍察全地、要顯大
20:12 樣行、我們的~、單仰望你。
拉 5: 5 　神的~看顧猶大的長老、以
 9: 8 我們的　神好光照我們的~、
伯 7: 8 你的~要看我、我卻不在了。
11:20 但惡人的~必要失明、他們無
24:23 　神的~也看顧他們的道路。
28:21 是向一切有生命的~隱藏、向
31: 7 我的心若隨著我的~、若有玷
詩13: 3 使我~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18:27 高傲的~、你必使他降卑。
19: 8 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
25:15 我的~時常仰望耶和華．因為
33:18 耶和華的~、看顧敬畏他的人

34:15 耶和華的~、看顧義人、他的
101: 5 ~高傲、心裏驕縱的、我必不
132: 4 睛睡覺、也不容我的~打盹．
141: 8 我的~仰望你．我投靠你、求
箴 3:21 謀略．不可使他離開你的~．
 4:21 都不可離你的~．要存記在你
 4:25 你的~、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
15: 3 耶和華的~、無處不在．惡人
16:30 ~緊合的、圖謀乖僻、嘴唇緊
20: 8 審判的位上、以~驅散諸惡。
22: 9 ~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將
22:12 耶和華的~、眷顧聰明人．卻
23:26 你的~、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23:29 言〕誰無故受傷、誰~紅赤、
27:20 不滿足．人的~、也是如此。
29:13 他們的~、都蒙耶和華光照。
30:13 ~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舉。
傳 2:14 智慧人的~光明、〔光明原文
 4: 8 ~也不以錢財為足．他說我勞
歌 6: 5 求你掉轉~不看我、因你的眼
 6: 5 因你的~使我驚亂。你的頭髮
 7: 4 你的~像希實本巴特拉併門旁
賽 2:11 ~高傲的必降為卑、性情狂傲
 3: 8 和華反對、惹了他榮光的~。
 3:16 賣弄~、俏步徐行、腳下玎璫
 5:15 為卑、~高傲的人也降為卑．
10:12 大的心、和他高傲~的榮耀。
17: 7 的主、~重看以色列的聖者。
37:23 高舉~攻擊誰呢、乃是攻擊以
耶 4:30 用顏料修飾~、這樣標緻、是
 5: 3 你的~、不是看顧誠實麼．你
14: 6 像野狗．因為無草、~失明。
16:17 因我的~察看他們的一切行為
31:16 禁止~不要流淚、因你所作之
哀 2: 4 將悅人~的、盡行殺戮．在錫
 4:17 以致~失明、還是枉然．我們
結20:24 日、~仰望他們父親的偶像。
23:40 浴己身、粉飾~、佩戴妝飾、
24:16 我要將你~所喜愛的忽然取去
但10: 6 ~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
摩 9: 4 我必向他們定住~．降禍不降
 9: 8 主耶和華的~察看這有罪的國

哈 1:13 你~清潔不看邪僻、不看奸惡
亞 9: 1 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都
約壹 2:16 ~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
啟 1:14 白羊毛、如雪．~如同火焰．
 2:18 那~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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