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人 聖經(93次)

新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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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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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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1)
歷史書(90)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29) 列王記下(43)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6)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0) 利未記(0) 民數記(0) 申命記(1)
舊約(93次)

以賽亞書(0) 耶利米書(1)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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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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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33: 1 以下是~摩西、在未死之先、
書14: 6 指著我與你對~摩西所說的話
士13: 6 有一個~到我面前來、他的相
13: 8 求你再差遣那~到我們這裏來

撒上 2:27 有~來見以利、對他說、耶和
 9: 6 這城裏有一位~、是眾人所尊
 9: 7 也沒有禮物可以送那~、我們
 9: 8 可以送那~、請他指示我們當
 9:10 於是他們往~所住的城裏去了

王上12:22 但　神的話臨到~示瑪雅、說
13: 1 那時有一個~奉耶和華的命從
13: 2 ~奉耶和華的命向壇呼叫、說
13: 3 當日~設個預兆、說、這壇必
13: 4 羅波安王聽見~向伯特利的壇
13: 4 王向~所伸的手就枯乾了、不
13: 5 正如~奉耶和華的命所設的預
13: 6 王對~說、請你為我禱告、求
13: 6 於是~祈禱耶和華、王的手就
13: 7 王對~說、請你同我回去吃飯
13: 8 ~對王說、你就是把你的宮一
13:10 於是~從別的路回去、不從伯
13:11 他兒子們來將~當日在伯特利
13:12 ~從那條路去了呢．兒子們就
13:12 看見那從猶大來的~所去的路
13:14 去追趕~、遇見他坐在橡樹底
13:14 你是從猶大來的~不是．他說
13:16 ~說、我不可同你回去、進你
13:19 於是~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
13:20 華的話臨到那帶~回來的先知
13:21 他就對那從猶大來的~說、耶
13:26 那帶~回來的先知聽見這事、
13:26 這是那違背了耶和華命令的~
13:28 看見~的屍身倒在路上、驢和
13:29 老先知就把~的屍身馱在驢上
13:31 死了你們要葬我在~的墳墓裏
17:18 ~哪、我與你何干、你竟到我
17:24 現在我知道你是~、耶和華藉
20:28 有~來見以色列王說、耶和華

王下 1: 9 他說、~哪、王吩咐你下來。
 1:10 我若是~、願火從天上降下來
 1:11 ~哪、王吩咐你快快下來。
 1:12 我若是~、願火從天上降下來

 1:13 ~哪、願我的性命、和你這五
 4: 7 婦人去告訴~．神人說、你去
 4: 7 ~說、你去賣油還債、所剩的
 4: 9 們這裏經過的、是聖潔的~。
 4:16 ~、我主阿、不要那樣欺哄婢
 4:21 將他放在~的床上、關上門出
 4:22 我要快快的去見~、就回來。
 4:25 婦人就往迦密山去見~。神人
 4:25 ~遠遠的看見他、對僕人基哈
 4:27 到~那裏、就抱住神人的腳。
 4:27 就抱住~的腳。基哈西前來要
 4:27 ~說、由他吧、因為他心裏愁
 4:40 ~哪、鍋中有致死的毒物。所
 4:42 送給~．神人說、把這些給眾
 4:42 人．~說、把這些給眾人吃。
 5: 8 ~以利沙聽見以色列王撕裂衣
 5:14 照著~的話．在約但河裏沐浴
 5:15 回到~那裏、站在他面前說、
 5:20 ~以利沙的僕人、基哈西心裏
 6: 6 ~問說、掉在那裏了。他將那
 6: 9 ~打發人去見以色列王、說、
 6:10 王差人去窺探~所告訴所警戒
 6:15 ~的僕人清早起來出去、看見
 6:15 僕人對~說、哀哉、我主阿、
 6:16 ~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
 7: 2 對~說、即便耶和華使天開了
 7:17 正如~在王下來見他的時候所
 7:18 ~曾對王說、明日約到這時候
 7:19 那軍長對~說、即便耶和華使
 7:19 ~說、你必親眼看見、卻不得
 8: 2 照~的話、帶著全家往非利士
 8: 4 那時王正與~的僕人基哈西說
 8: 7 人告訴王說、~來到這裏了。
 8: 8 你帶著禮物去見~、託他求問
 8:11 ~定睛看著哈薛、甚致他慚愧
 8:11 薛、甚致他慚愧．~就哭了。
13:19 ~向他發怒、說、應當擊打五
23:16 正如從前~宣傳耶和華的話。
23:17 先前有~從猶大來、預先說王

代上23:14 至於~摩西、他的子孫、名字
代下 8:14 因為~大衛是這樣吩咐的．

11: 2 但耶和華的話臨到~示瑪雅說

25: 7 有一個~來見亞瑪謝、對他說
25: 9 亞瑪謝問~說、我給了以色列
25: 9 ~回答說、耶和華能把更多的
30:16 遵著~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
拉 3: 2 要照~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
尼12:24 照著~大衛的命令、一班一班
12:36 都拿著~大衛的樂器．文士以
詩90: 1 ~摩西的祈禱。〕主阿、你世
耶35: 4 進入~伊基大利的兒子哈難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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