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出 聖經(98次)

新約(10次)
福音書(7)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1) 路加福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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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出 fā chū

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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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7)
歷史書(5)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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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3) 民數記(2) 申命記(1)
舊約(88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9) 但以理書(3)
小先知書(12) 何西阿書(1) 約珥書(0) 阿摩司書(3)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2) 西番雅書(4)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8)
詩歌智慧書(36) 約伯記(11) 詩篇(19) 箴言(4) 傳道書(1) 雅歌(1)

出15: 7 你~烈怒如火、燒滅他們像燒
利13:25 是大痲瘋在火毒中~、就要定
13:39 這是皮上~的白癬、那人是潔
25: 9 是贖罪日、要在遍地~角聲。
民20: 8 在他們眼前吩咐磐石~水來、
21:28 因為有火從希實本~、有火焰
申33: 2 從巴蘭山~光輝、從萬萬聖者
士 9:20 願火從亞比米勒~、燒滅示劍
撒下22:14 從天上打雷．至高者~聲音。

22:15 四散．~閃電、使他們擾亂。
代下26:19 司面前、額上忽然~大痲瘋。

26:20 見他額上~大痲瘋、就催他出
伯 3:24 就~歎息、我唉哼的聲音湧出
 7:11 要~言語．我心苦惱、要吐露
 8:10 告訴你、從心裏~言語來呢。
12:15 乾．他再~水來、水就翻地。
26: 4 你向誰~言語來．誰的靈從你
37: 5 　神~奇妙的雷聲．他行大事
38:35 你能~閃電、叫他行去、使他
40:11 要~你滿溢的怒氣、見一切驕
41:18 就~光來．他眼睛好像早晨的
41:19 從他口中~燒著的火把、與飛
41:21 著煤炭、有火焰從他口中~。
詩17: 2 願我的判語從你面前~．願你
18:13 至高者~聲音、便有冰雹火炭
18:14 多多~閃電、使他們擾亂。
19: 2 這日到那日~言語．這夜到那
37: 6 如光~、使你的公平、明如正
43: 3 求你~你的亮光和真實、好引
57: 3 我．也必向我~慈愛和誠實。
64: 3 ~苦毒的言語、好像比準了的
68:33 他~聲音、是極大的聲音。
77:17 天空~響聲．你的箭也飛行四
80: 1 基路伯上的阿、求你~光來。
80:11 他~枝子、長到大海、發出蔓
80:11 到大海、~蔓子、延到大河。
94: 1 伸冤的　神阿、求你~光來。
104:30 你~你的靈、他們便受造．你
119:130開、就~亮光、使愚人通達。
119:171願我的嘴~讚美的話．因為你
144: 6 求你~閃電、使他們四散．射
147:17 他~寒冷、誰能當得起呢。

箴 1:21 在城門口、在城中~言語．
 4:23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8: 7 我的口要~真理．我的嘴憎惡
23:33 作淫婦〕你心必~乖謬的話．
傳10: 1 使作香的膏油~臭氣．這樣、
歌 1:12 時候、我的哪噠香膏~香味。
賽35: 6 在曠野必有水~、在沙漠必有
51: 5 我的救恩~、我的膀臂要審判
61:11 照樣使公義和讚美在萬民中~
62: 1 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他的
耶 1:14 必有災禍從北方~、臨到這地
 1:16 我要~我的判語、攻擊他們。
 4:12 現在我又必~判語、攻擊他們
18:22 願人聽見哀聲從他們的屋內~
20: 8 就~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
23:19 已經~．是暴烈的旋風、必轉
25:37 耶和華~猛烈的怒氣、平安的
30:19 從其中~．我要使他們增多、
30:23 好像暴風已經~、是掃滅的暴
48:45 因為有火從希實本~、有火焰
51:54 的響聲、從迦勒底人之地~。
51:55 眾水波浪匉訇、響聲已經~。
結 1: 4 從其中的火內~好像光耀的精
 1:13 這火有光輝、從火中~閃電。
 7:10 所定的災已經~．杖已經開花
 7:16 在山上~悲聲、好像谷中的鴿
17: 6 葡萄樹、生出枝子、~小枝。
17: 7 來、~枝子、好得他的澆灌。
19:14 火也從他枝榦中~燒滅果子、
28:18 我使火從你中間~、燒滅你、
38:18 候、我的怒氣要從鼻孔裏~。
但 2:13 於是命令~、哲士將要見殺、
 7:10 從他面前有火像河~、事奉他
 9:23 就~命令、我來告訴你、因你
何 6: 5 他們、我施行的審判如光~。
摩 5: 3 以色列家的城~一千兵的、只
 5: 3 一百、~一百的、只剩十個。
 5: 6 免得他在約瑟家像火~、在伯
哈 1: 7 畏．判斷和勢力、都任意~。
 3: 5 疫流行、在他腳下有熱症~。
番 1:10 當那日從魚門必~悲哀的聲音
 1:10 從二城~哀號的聲音、從山間

 1:10 音、從山間~大破裂的響聲。
 2: 1 趁命令沒有~、日子過去如風
亞 3: 8 我必使我僕人大衛的苗裔~。
 5: 3 這是~行在遍地上的咒詛．凡
太12:35 就~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
12:35 他心裏所存的惡、就~惡來。
13:43 要~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
24:27 閃電從東邊~、直照到西邊．
可 7:21 是從人心裏、~惡念、苟合、
路 6:45 就~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
 6:45 就~惡來．因為心裏所充滿的
雅 3:11 從一個眼裏能~甜苦兩樣的水
 3:12 麼．鹹水裏也不能~甜水來。
啟 4: 5 從寶座中~。又有七盞火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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