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人 圣经(93次)

新约(0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0)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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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人 shén rén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0)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0)

律法书(1)
历史书(90)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29) 列王记下(43)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6)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2)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1)
旧约(93次)

以赛亚书(0) 耶利米书(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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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
诗歌智慧书(1) 约伯记(0) 诗篇(1)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申33: 1 以下是~摩西、在未死之先、
书14: 6 指着我与你对~摩西所说的话
士13: 6 有一个~到我面前来、他的相
13: 8 求你再差遣那~到我们这里来

撒上 2:27 有~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
 9: 6 这城里有一位~、是众人所尊
 9: 7 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我们
 9: 8 可以送那~、请他指示我们当
 9:10 于是他们往~所住的城里去了

王上12:22 但　神的话临到~示玛雅、说
13: 1 那时有一个~奉耶和华的命从
13: 2 ~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
13: 3 当日~设个预兆、说、这坛必
13: 4 罗波安王听见~向伯特利的坛
13: 4 王向~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
13: 5 正如~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
13: 6 王对~说、请你为我祷告、求
13: 6 于是~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
13: 7 王对~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
13: 8 ~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
13:10 于是~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
13:11 他儿子们来将~当日在伯特利
13:12 ~从那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
13:12 看见那从犹大来的~所去的路
13:14 去追赶~、遇见他坐在橡树底
13:14 你是从犹大来的~不是．他说
13:16 ~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
13:19 于是~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
13:20 华的话临到那带~回来的先知
13:21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说、耶
13:26 那带~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
13:26 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
13:28 看见~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
13:29 老先知就把~的尸身驮在驴上
13:31 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的坟墓里
17:18 ~哪、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
17:24 现在我知道你是~、耶和华借
20:28 有~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

王下 1: 9 他说、~哪、王吩咐你下来。
 1:10 我若是~、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1:11 ~哪、王吩咐你快快下来。
 1:12 我若是~、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1:13 ~哪、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
 4: 7 妇人去告诉~．神人说、你去
 4: 7 ~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
 4: 9 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
 4:16 ~、我主阿、不要那样欺哄婢
 4:21 将他放在~的床上、关上门出
 4:22 我要快快的去见~、就回来。
 4:25 妇人就往迦密山去见~。神人
 4:25 ~远远的看见他、对仆人基哈
 4:27 到~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
 4:27 就抱住~的脚。基哈西前来要
 4:27 ~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
 4:40 ~哪、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
 4:42 送给~．神人说、把这些给众
 4:42 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
 5: 8 ~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
 5:14 照着~的话．在约但河里沐浴
 5:15 回到~那里、站在他面前说、
 5:20 ~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
 6: 6 ~问说、掉在那里了。他将那
 6: 9 ~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
 6:10 王差人去窥探~所告诉所警戒
 6:15 ~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
 6:15 仆人对~说、哀哉、我主阿、
 6:16 ~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
 7: 2 对~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
 7:17 正如~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
 7:18 ~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
 7:19 那军长对~说、即便耶和华使
 7:19 ~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
 8: 2 照~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
 8: 4 那时王正与~的仆人基哈西说
 8: 7 人告诉王说、~来到这里了。
 8: 8 你带着礼物去见~、托他求问
 8:11 ~定睛看着哈薛、甚致他惭愧
 8:11 薛、甚致他惭愧．~就哭了。
13:19 ~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
23:16 正如从前~宣传耶和华的话。
23:17 先前有~从犹大来、预先说王

代上23:14 至于~摩西、他的子孙、名字
代下 8:14 因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

11: 2 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示玛雅说

25: 7 有一个~来见亚玛谢、对他说
25: 9 亚玛谢问~说、我给了以色列
25: 9 ~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
30:16 遵着~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
拉 3: 2 要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尼12:24 照着~大卫的命令、一班一班
12:36 都拿着~大卫的乐器．文士以
诗90: 1 ~摩西的祈祷。〕主阿、你世
耶35: 4 进入~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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