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焚 聖經(134次)

新約(6次)
福音書(1)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1)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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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伯來書(1) 雅各書(0) 彼得前書(0) 彼得後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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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歷史書(34)

預言書(0)

約書亞記(1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2)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8)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4)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2) 利未記(23) 民數記(5) 申命記(7)
舊約(128次)

以賽亞書(11) 耶利米書(2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8) 但以理書(1)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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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43)
詩歌智慧書(8) 約伯記(1) 詩篇(7)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出22: 6 若點火~燒荊棘、以致將別人
32:20 用火~燒、磨得粉碎、撒在水
利 1:17 祭司要在壇上在火的柴上~燒
 2:16 都~燒、是向耶和華獻的火祭
 3:11 祭司要在壇上~燒、是獻給耶
 3:16 祭司要在壇上~燒、作為馨香
 4:31 祭司要在壇上~燒、在耶和華
 6:30 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燒。
 7: 5 祭司要在壇上~燒、為獻給耶
 7:17 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燒．
 7:19 要用火~燒．至於平安祭的肉
 7:31 祭司要把脂油在壇上~燒、但
 8:32 的肉和餅、你們要用火~燒。
10:16 誰知已經~燒了、便向亞倫剩
13:52 他都要~燒．因為這是蠶食的
13:52 食的大痲瘋、必在火中~燒。
13:55 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燒。
13:57 必用火~燒那染災病的物件。
16:25 祭牲的脂油、要在壇上~燒。
16:27 將皮、肉、糞、用火~燒。
16:28 ~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
17: 6 把脂油~燒、獻給耶和華為馨
19: 6 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燒。
20:14 要把這三人用火~燒、使你們
21: 9 沒了父親、必用火將他~燒。
民11: 1 使火在他們中間~燒、直燒到
18:17 把他的脂油~燒、當作馨香的
19: 5 人要在他眼前把這母牛~燒、
19: 5 的皮、肉、血、糞都要~燒。
31:10 又用火~燒他們所住的城邑、
申 7: 5 用火~燒他們雕刻的偶像。
 7:25 你們要用火~燒、其上的金銀
 9:21 用火~燒、又搗碎磨得很細、
12: 3 用火~燒他們的木偶、砍下他
12:31 甚至將自己的兒女用火~燒、
32:22 盡都~燒、山的根基也燒著了
33:10 他們要把香~在你面前、把全
書 6:24 ~燒了．惟有金子、銀子、和
 7:15 必被火~燒．因他違背了耶和
 7:25 又用火~燒他所有的。〔他所
 8:19 了城、跑進城去、放火~燒。
 8:28 約書亞將艾城~燒、使城永為

11: 6 蹄筋、用火~燒他們的車輛。
11: 9 蹄筋、用火~燒他們的車輛。
11:11 個．約書亞又用火~燒夏瑣。
11:13 以色列人都沒有~燒．約書亞
11:13 燒．約書亞只將夏瑣~燒了。
士 9:52 打、挨近樓門、要用火~燒。
撒上30: 1 地、攻破洗革拉、用火~燒．
撒下22: 9 從他口中發火~燒．連炭也著

23: 7 和槍桿、終久他必被火~燒。
王上 9:16 用火~燒．殺了城內居住的迦

16:18 放火~燒宮殿、自焚而死．
16:18 放火焚燒宮殿、自~而死．

王下 8:12 用火~燒他們的保障、用刀殺
17:31 西法瓦音人用火~燒兒女、獻
23: 6 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淪溪邊~燒
23:11 的馬廢去、且用火~燒日車。
23:15 都拆毀~燒、打碎成灰、並焚
23:15 打碎成灰、並~燒了亞舍拉。
25: 9 用火~燒耶和華的殿、和王宮
25: 9 又~燒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

代上14:12 裏．大衛吩咐人用火~燒了。
代下 2: 4 在他面前~燒美香、常擺陳設

28: 3 用火~燒他的兒女、行耶和華
36:19 迦勒底人~燒　神的殿、拆毀
拉 8:35 祭．這都是向耶和華~獻的。
尼 1: 3 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燒。
 2: 3 城門被火~燒、我豈能面無愁
 2:13 見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燒。
 2:17 城門被火~燒、你們都看見了
伯31:12 這本是火~燒、直到毀滅、必
詩18: 8 從他口中發火~燒．連炭也著
46: 9 斷槍、把戰車~燒在火中。
74: 7 他們用火~燒你的聖所、褻瀆
79: 5 麼．你的憤恨要如火~燒麼。
80:16 這樹已經被火~燒被刀砍伐．
83:14 火怎樣~燒樹林、火焰怎樣燒
89:46 你的忿怒如火~燒、要到幾時
賽 1: 7 你們的城邑被火~毀．你們的
 1:31 都要一同~毀、無人撲滅。
 4: 3 和~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污
 9:18 邪惡像火~燒、燒滅荊棘和蒺
10:16 必有火著起、如同~燒一樣。

10:17 的荊棘、和蒺藜、~燒淨盡．
24: 6 地上的居民被火~燒、剩下的
27: 4 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燒。
33:12 像已割的荊棘、在火中~燒。
47:14 他們要像碎稓被火~燒、不能
64:11 被火~燒．我們所羨慕的美地
耶 2:15 城邑也都~燒、無人居住。
 7:31 好在火中~燒自己的兒女．這
15:14 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將你們~燒
19: 5 好在火中~燒自己的兒子、作
21:10 倫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燒。
32:29 必來放火~燒這城、和其中的
34: 2 比倫王的手、他必用火~燒．
34: 5 人必為你~燒物件、好像為你
34: 5 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燒一般
34:22 用火~燒．我也要使猶大的城
37: 8 這城．並要攻取、用火~燒。
37:10 帳棚裏起來、用火~燒這城。
38:17 這城也不至被火~燒．你和你
38:18 他們必用火~燒、你也不得脫
38:23 住．你也必使這城被火~燒。
39: 8 迦勒底人用火~燒王宮、和百
43:12 巴比倫王要將廟宇~燒、神像
43:13 像．用火~燒埃及神的廟宇。
49: 2 要被火~燒．先前得以色列地
51:58 必被火~燒．眾民所勞碌的必
51:58 列國所勞碌的被火~燒．他們
52:13 用火~燒耶和華的殿、和王宮
52:13 又~燒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
結 5: 2 要將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燒
 5: 4 從這幾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燒
16:20 你將給我所生的兒女~獻給他
16:41 用火~燒你的房屋、在許多婦
20:28 也在那裏~燒馨香的祭牲、並
21:32 你必當柴被火~燒．你的血必
23:25 女．你所遺留的必被火~燒。
23:47 兒女、用火~燒他們的房屋。
但 7:11 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燒。
何 8:14 我卻要降火~燒他的城邑、燒
摩 2: 1 為他將以東王的骸骨~燒成灰
 5: 6 在伯特利~燒、無人撲滅。
鴻 2:13 必將你的車輛~燒成煙、刀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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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敞開．你的門閂、被火~燒。
哈 2:13 被火~燒、列國由勞乏而得的
太13:40 用火~燒．世界的末了、也要
徒19:19 堆積在眾人面前~燒．他們算
林前13: 3 又捨己身叫人~燒、卻沒有愛
來 6: 8 近於咒詛、結局就是~燒。
彼後 2: 6 ~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虔人

 3: 7 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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