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 聖經(104次)

新約(45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5)
保羅書信(21)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5)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5)
羅馬書(3)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0) 加拉太書(5) 以弗所書(0) 腓立比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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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摩太後書(0) 提多書(1) 腓利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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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書信(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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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律法書(7)
歷史書(8)

預言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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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2) 出埃及記(1) 利未記(1) 民數記(0) 申命記(3)
舊約(59次)

以賽亞書(14)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9) 何西阿書(3)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3)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4)
詩歌智慧書(11) 約伯記(4) 詩篇(5)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18: 1 那時正~、亞伯拉罕坐在帳棚
31:40 我白日受盡乾~、黑夜受盡寒
出16:21 取、日頭一發~、就消化了。
利26:16 ~病、轄制你們．你們也要白
申19: 6 心中火~追趕他、因路遠就追
28:22 ~病、火症、瘧疾、刀劍、旱
32:24 被炎~苦毒吞滅．我要打發野
書 9:12 從家裏帶出來的這餅還是~的
撒下 4: 5 約在午~的時候、到了伊施波

21: 2 卻為以色列人和猶大人發~心
王上19:10 為耶和華萬軍之　神大發~心

19:14 為耶和華萬軍之　神大發~心
王下10:16 看我為耶和華怎樣~心。於是

10:18 巴力還冷淡．耶戶卻更~心。
19:31 耶和華的~心、必成就這事。
伯 6:17 日頭炎~、便從原處乾涸。
24:19 乾旱炎~消沒雪水．陰間也如
30:30 而脫落．我的骨頭因~燒焦。
37:17 你的衣服就如火~、你知道麼
詩11: 6 磺、~風、作他們杯中的分。
19: 6 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它的~氣
21: 9 要使他們如在炎~的火爐中．
39: 3 我的心在我裏面發~．我默想
58: 9 鍋還未~、他要用旋風把青的
箴 1:21 在~鬧街頭喊叫、在城門口、
26:23 火~的嘴、奸惡的心、好像銀
賽 9: 7 萬軍之耶和華的~心、必成就
11:15 掄手用暴~的風、使大河分為
18: 4 如同日光中的清~、又如露水
18: 4 又如露水的雲霧在收割的~天
25: 4 暴風之處、作避炎~的陰涼。
25: 5 好像乾燥地的~氣下落、禁止
25: 5 凱歌、好像~氣被雲影消化。
26:11 卻要看你為百姓發的~心、因
37:32 軍之耶和華的~心必成就這事
42:13 必像戰士激動~心、要喊叫、
44:12 鐵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用鎚
49:10 炎~和烈日必不傷害他們、因
59:17 報仇為衣服、以~心為外袍。
63:15 你的~心和你大能的作為在哪
耶 4:11 有一陣~風、從曠野淨光的高
17: 8 炎~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

36:30 白日受炎~、黑夜受寒霜。
51:39 他們火~的時候、我必為他們
哀 5:10 因饑餓燥~、我們的皮膚就黑
結 5:13 耶和華所說的、是出於~心。
24:11 使鍋燒~、使銅燒紅、鎔化其
39:25 全家、又為我的聖名發~心。
但 3:19 吩咐人把窯燒~、比尋常更加
 3:22 窯又甚~、那抬沙得拉、米煞
何 7: 4 像火爐被烤餅的燒~、從摶麵
 7: 6 心中~如火爐、就如烤餅的整
 7: 7 眾民也~如火爐、燒滅他們的
珥 2:18 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心、
拿 4: 8 　神安排炎~的東風．日頭曝
哈 3: 5 流行、在他腳下有~症發出。
亞 1:14 撒冷為錫安、心裏極其火~。
 8: 2 我為錫安心裏極其火~．我為
 8: 2 我為他火~、向他的仇敵發烈
太 8:14 見彼得的岳母害~病躺著。
 8:15 ~就退了．他就起來服事耶穌
20:12 我們整天勞苦受~、那後來的
可 1:30 正害~病躺著．就有人告訴耶
 1:31 ~就退了、他就服事他們。
路 4:38 西門的岳母害~病甚重．有人
 4:39 斥責那~病、熱就退了．他立
 4:39 ~就退了．他立刻起來服事他
12:55 就說、將要燥~．也就有了。
24:32 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的麼。
約 4:52 他們說、昨日未時~就退了。
徒18:25 心裏火~、將耶穌的事、詳細
21:20 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心。
22: 3 ~心事奉　神、像你們眾人今
28: 3 因為~了出來、咬住他的手。
28: 8 患~病和痢疾躺著．保羅進去
羅10: 2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　神有~心
12:10 要彼此親~．恭敬人、要彼此
12:11 要心裏火~．常常服事主。

林後 7: 7 和向我的~心、都告訴了我、
 7:11 ~心、責罰．〔或作自責〕在
 7:12 把你們顧念我們的~心、表明
 7:15 他愛你們的心腸就越發~了。
 8: 7 ~心、和待我們的愛心上、都
 8: 8 乃是藉著別人的~心、試驗你

 8:17 但自己更是~心、情願往你們
 8:22 這人的~心、我們在許多事上
 8:22 為深信你們、就更加~心了。
 9: 2 並且你們的~心激動了許多人
加 1:14 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心。
 2:10 這也是我本來~心去行的。
 4:17 那些人~心待你們、卻不是好
 4:17 你們、叫你們~心待他們。
 4:18 常用~心待人、原是好的、卻
腓 3: 6 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
提前 4: 2 心、如同被~鐵烙慣了一般。
多 2:14 特作自己的子民、~心為善。
雅 1:11 ~風颳起、草就枯乾、花也凋
彼前 3:13 你們若是~心行善、有誰害你
啟 3:15 你也不冷也不~．我巴不得你
 3:15 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
 3:16 也不冷也不~、所以我必從我
 3:19 所以你要發~心、也要悔改。
 7:16 日頭和炎~、也必不傷害他們
16: 9 人被大~所烤、就褻瀆那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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