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焚烧 圣经(128次)

新约(6次)
福音书(1)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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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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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3) 希伯来书(1)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彼得后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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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历史书(3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1)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8)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4)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2) 利未记(23) 民数记(5) 申命记(6)
旧约(122次)

以赛亚书(9) 耶利米书(2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7) 但以理书(1)
小先知书(6) 何西阿书(1) 约珥书(0) 阿摩司书(2)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2)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40)
诗歌智慧书(8) 约伯记(1) 诗篇(7)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出22: 6 若点火~荆棘、以致将别人堆
32:20 用火~、磨得粉碎、撒在水面
利 1:17 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
 2:16 都~、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
 3:11 祭司要在坛上~、是献给耶和
 3:16 祭司要在坛上~、作为馨香火
 4:31 祭司要在坛上~、在耶和华面
 6:30 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
 7: 5 祭司要在坛上~、为献给耶和
 7:17 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
 7:19 要用火~．至于平安祭的肉、
 7:31 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但胸
 8:32 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
10:16 谁知已经~了、便向亚伦剩下
13:52 他都要~．因为这是蚕食的大
13:52 蚕食的大痲疯、必在火中~。
13:55 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
13:57 必用火~那染灾病的物件。
16:25 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
16:27 外、将皮、肉、粪、用火~。
16:28 ~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
17: 6 把脂油~、献给耶和华为馨香
19: 6 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
20:14 要把这三人用火~、使你们中
21: 9 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
民11: 1 使火在他们中间~、直烧到营
18:17 把他的脂油~、当作馨香的火
19: 5 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牛
19: 5 牛的皮、肉、血、粪都要~。
31:10 又用火~他们所住的城邑、和
申 7: 5 偶、用火~他们雕刻的偶像。
 7:25 你们要用火~、其上的金银你
 9:21 用火~、又捣碎磨得很细、以
12: 3 用火~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
12:31 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献
32:22 尽都~、山的根基也烧着了。
书 6:24 ~了．惟有金子、银子、和铜
 7:15 必被火~．因他违背了耶和华
 7:25 又用火~他所有的。〔他所有
 8:19 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
 8:28 约书亚将艾城~、使城永为高
11: 6 的蹄筋、用火~他们的车辆。

11: 9 的蹄筋、用火~他们的车辆。
11:11 一个．约书亚又用火~夏琐。
11:13 以色列人都没有~．约书亚只
11:13 焚烧．约书亚只将夏琐~了。
士 9:52 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
撒上30: 1 南地、攻破洗革拉、用火~．
撒下22: 9 从他口中发火~．连炭也着了

23: 7 器和枪杆、终久他必被火~。
王上 9:16 用火~．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

16:18 所、放火~宫殿、自焚而死．
王下 8:12 用火~他们的保障、用刀杀死

17:31 西法瓦音人用火~儿女、献给
23: 6 拉搬到耶路撒冷外汲沦溪边~
23:11 献的马废去、且用火~日车。
23:15 都拆毁~、打碎成灰、并焚烧
23:15 打碎成灰、并~了亚舍拉。
25: 9 用火~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25: 9 又~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

代上14:12 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了。
代下 2: 4 在他面前~美香、常摆陈设饼

28: 3 用火~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
36:19 迦勒底人~　神的殿、拆毁耶
尼 1: 3 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
 2: 3 城门被火~、我岂能面无愁容
 2:13 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
 2:17 城门被火~、你们都看见了．
伯31:12 这本是火~、直到毁灭、必拔
诗18: 8 从他口中发火~．连炭也着了
46: 9 弓、断枪、把战车~在火中。
74: 7 他们用火~你的圣所、亵渎你
79: 5 远么．你的愤恨要如火~么。
80:16 这树已经被火~被刀砍伐．他
83:14 火怎样~树林、火焰怎样烧着
89:46 你的忿怒如火~、要到几时呢
赛 4: 3 和~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
 9:18 邪恶像火~、烧灭荆棘和蒺藜
10:16 必有火着起、如同~一样。
10:17 王的荆棘、和蒺藜、~净尽．
24: 6 地上的居民被火~、剩下的人
27: 4 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
33:12 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
47:14 他们要像碎稓被火~、不能救

64:11 被火~．我们所羡慕的美地、
耶 2:15 凉、城邑也都~、无人居住。
 7:31 好在火中~自己的儿女．这并
15:14 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
19: 5 好在火中~自己的儿子、作为
21:10 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
32:29 必来放火~这城、和其中的房
34: 2 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
34: 5 人必为你~物件、好像为你列
34: 5 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一般．
34:22 用火~．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
37: 8 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
37:10 从帐棚里起来、用火~这城。
38:17 这城也不至被火~．你和你的
38:18 他们必用火~、你也不得脱离
38:23 捉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
39: 8 迦勒底人用火~王宫、和百姓
43:12 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神像掳
43:13 柱像．用火~埃及神的庙宇。
49: 2 要被火~．先前得以色列地为
51:58 必被火~．众民所劳碌的必致
51:58 列国所劳碌的被火~．他们都
52:13 用火~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52:13 又~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
结 5: 2 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
 5: 4 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
16:41 用火~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
20:28 也在那里~馨香的祭牲、并浇
21:32 你必当柴被火~．你的血必流
23:25 儿女．你所遗留的必被火~。
23:47 的儿女、用火~他们的房屋。
但 7:11 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
何 8:14 我却要降火~他的城邑、烧灭
摩 2: 1 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成灰
 5: 6 出、在伯特利~、无人扑灭。
鸿 2:13 必将你的车辆~成烟、刀剑也
 3:13 敌敞开．你的门闩、被火~。
哈 2:13 被火~、列国由劳乏而得的、
太13:40 用火~．世界的末了、也要如
徒19:19 堆积在众人面前~．他们算计
林前13: 3 又舍己身叫人~、却没有爱、
来 6: 8 弃、近于咒诅、结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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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后 2: 6 ~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
 3: 7 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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