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 圣经(104次)

新约(45次)
福音书(11)
历史书(5)
保罗书信(21)

马太福音(3) 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5)
罗马书(3)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0) 加拉太书(5) 以弗所书(0) 腓立比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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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后书(0) 提多书(1) 腓利门书(0)

热 rè

普通书信(2) 希伯来书(0) 雅各书(1) 彼得前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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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律法书(7)
历史书(8)

预言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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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纪(2) 出埃及记(1) 利未记(1)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59次)

以赛亚书(14)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3)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9) 何西阿书(3)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0)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3)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24)
诗歌智慧书(11) 约伯记(4) 诗篇(5)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18: 1 那时正~、亚伯拉罕坐在帐棚
31:40 我白日受尽干~、黑夜受尽寒
出16:21 取、日头一发~、就消化了。
利26:16 ~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
申19: 6 心中火~追赶他、因路远就追
28:22 ~病、火症、疟疾、刀剑、旱
32:24 被炎~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
书 9:12 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的
撒下 4: 5 约在午~的时候、到了伊施波

21: 2 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心
王上19:10 为耶和华万军之　神大发~心

19:14 为耶和华万军之　神大发~心
王下10:16 看我为耶和华怎样~心。于是

10:18 巴力还冷淡．耶户却更~心。
19:31 耶和华的~心、必成就这事。
伯 6:17 日头炎~、便从原处干涸。
24:19 干旱炎~消没雪水．阴间也如
30:30 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烧焦。
37:17 你的衣服就如火~、你知道么
诗11: 6 磺、~风、作他们杯中的分。
19: 6 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气
21: 9 要使他们如在炎~的火炉中．
39: 3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我默想
58: 9 锅还未~、他要用旋风把青的
箴 1:21 在~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
26:23 火~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
赛 9: 7 万军之耶和华的~心、必成就
11:15 抡手用暴~的风、使大河分为
18: 4 如同日光中的清~、又如露水
18: 4 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天
25: 4 暴风之处、作避炎~的阴凉。
25: 5 好像干燥地的~气下落、禁止
25: 5 凯歌、好像~气被云影消化。
26:11 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心、因
37:32 军之耶和华的~心必成就这事
42:13 必像战士激动~心、要喊叫、
44:12 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用锤
49:10 炎~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
59:17 报仇为衣服、以~心为外袍。
63:15 你的~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
耶 4:11 有一阵~风、从旷野净光的高
17: 8 炎~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

36:30 白日受炎~、黑夜受寒霜。
51:39 他们火~的时候、我必为他们
哀 5:10 因饥饿燥~、我们的皮肤就黑
结 5:13 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心。
24:11 使锅烧~、使铜烧红、熔化其
39:25 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心。
但 3:19 吩咐人把窑烧~、比寻常更加
 3:22 窑又甚~、那抬沙得拉、米煞
何 7: 4 像火炉被烤饼的烧~、从抟面
 7: 6 心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
 7: 7 众民也~如火炉、烧灭他们的
珥 2:18 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心、
拿 4: 8 　神安排炎~的东风．日头曝
哈 3: 5 流行、在他脚下有~症发出。
亚 1:14 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
 8: 2 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我为
 8: 2 我为他火~、向他的仇敌发烈
太 8:14 见彼得的岳母害~病躺着。
 8:15 ~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事耶稣
20:12 我们整天劳苦受~、那后来的
可 1:30 正害~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
 1:31 ~就退了、他就服事他们。
路 4:38 西门的岳母害~病甚重．有人
 4:39 斥责那~病、热就退了．他立
 4:39 ~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事他
12:55 就说、将要燥~．也就有了。
24:32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的么。
约 4:52 他们说、昨日未时~就退了。
徒18:25 心里火~、将耶稣的事、详细
21:20 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心。
22: 3 ~心事奉　神、像你们众人今
28: 3 因为~了出来、咬住他的手。
28: 8 患~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
罗10: 2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　神有~心
12:10 要彼此亲~．恭敬人、要彼此
12:11 要心里火~．常常服事主。

林后 7: 7 和向我的~心、都告诉了我、
 7:11 ~心、责罚．〔或作自责〕在
 7:12 把你们顾念我们的~心、表明
 7:15 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了。
 8: 7 ~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
 8: 8 乃是借着别人的~心、试验你

 8:17 但自己更是~心、情愿往你们
 8:22 这人的~心、我们在许多事上
 8:22 为深信你们、就更加~心了。
 9: 2 并且你们的~心激动了许多人
加 1:14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心。
 2:10 这也是我本来~心去行的。
 4:17 那些人~心待你们、却不是好
 4:17 你们、叫你们~心待他们。
 4:18 常用~心待人、原是好的、却
腓 3: 6 就~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提前 4: 2 心、如同被~铁烙惯了一般。
多 2:14 特作自己的子民、~心为善。
雅 1:11 ~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
彼前 3:13 你们若是~心行善、有谁害你
启 3:15 你也不冷也不~．我巴不得你
 3:15 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
 3:16 也不冷也不~、所以我必从我
 3:19 所以你要发~心、也要悔改。
 7:16 日头和炎~、也必不伤害他们
16: 9 人被大~所烤、就亵渎那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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