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 聖經(111次)

新約(15次)
福音書(11)
歷史書(0)
保羅書信(4)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5) 路加福音(2) 約翰福音(1)
使徒行傳(0)
羅馬書(1)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加拉太書(1) 以弗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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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希伯來書(0) 雅各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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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書(8)
歷史書(37)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0)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1) 列王記下(9)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11) 以斯拉記(4)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2) 利未記(1) 民數記(3) 申命記(2)
舊約(96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1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6) 何西阿書(3)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33)
詩歌智慧書(12) 約伯記(1) 詩篇(7) 箴言(2) 傳道書(2) 雅歌(0)

出23:24 卻要把神像盡行~毀、打碎他
34:13 卻要~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
利14:45 他就要~毀房子、把石頭、木
民 1:51 利未人要~卸、將支搭的時候
10:17 帳幕~卸、革順的子孫、和米
33:52 像、又~毀他們一切的丘壇。
申 7: 5 ~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
12: 3 也要~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
士 2: 2 要~毀他們的祭壇．你們竟沒
 6:25 並~毀你父親為巴力所築的壇
 6:28 見巴力的壇~毀、壇旁的木偶
 6:30 因為他~毀了巴力的壇、砍下
 6:31 有人~毀他的壇、讓他為自己
 6:32 他~毀巴力的壇、讓巴力與他
 8: 9 回來的時候、我必~毀這樓。
 8:17 又~了毗努伊勒的樓、殺了那
 9:45 居民．將城~毀、撒上了鹽。
16: 3 一齊~下來、扛在肩上、扛到

王上 5: 9 在那裏~開、你就可以收取．
王下 3:25 ~毀摩押的城邑．各人拋石填

10:27 ~毀了巴力廟、作為廁所、直
11:18 ~毀了廟、打碎壇和像、又在
14:13 ~毀耶路撒冷的城牆、從以法
23: 7 又~毀耶和華殿裏孌童的屋子
23: 8 又~毀城門旁的丘壇、這丘壇
23:12 王都~毀打碎了、就把灰倒在
23:15 都~毀焚燒、打碎成灰、並焚
25:10 就~毀耶路撒冷四圍的城牆。

代下23:17 ~毀了廟、打碎壇和像、又在
24: 7 他利雅的眾子曾~毀　神的殿
25:23 又~毀耶路撒冷的城牆、從以
26: 6 ~毀了迦特城、雅比尼城、和
31: 1 將丘壇和祭壇~毀淨盡．於是
32: 5 就修築所有~毀的城牆、高與
33: 3 建築他父希西家所~毀的丘壇
33:15 築的各壇、都~毀拋在城外。
34: 4 眾人在他面前~毀巴力的壇、
34: 7 又~毀祭壇、把木偶和雕刻的
36:19 ~毀耶路撒冷的城牆、用火燒
拉 4:15 逆的事、因此這城曾被~毀。
 5:12 他就~毀這殿、又將百姓擄到
 6:11 必從他房屋中~出一根梁來、

 6:12 ~毀這殿、願那使耶路撒冷的
尼 1: 3 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毀、城
 2:13 見城牆~毀、城門被火焚燒。
伯12:14 他~毀的、就不能再建造．他
詩 9: 6 你~毀他們的城邑．連他們的
74: 7 褻瀆你名的居所、~毀到地。
80:12 你為何~毀這樹的籬笆、任憑
89:40 你~毀了他一切的籬笆．使他
137: 7 以東人說~毀、拆毀、直拆到
137: 7 ~毀、直拆到根基．耶和華阿
137: 7 直~到根基．耶和華阿、求你
箴14: 1 家室．愚妄婦人、親手~毀。
15:25 耶和華必~毀驕傲人的家．卻
傳 3: 3 有時．~毀有時、建造有時．
10: 8 中．~牆垣的、必為蛇所咬。
賽 5: 5 滅、~毀牆垣、使他被踐踏．
16: 2 必像遊飛的鳥、如~窩的雛。
22:10 屋、將房屋~毀、修補城牆．
23:11 他已經吩咐~毀其中的保障。
23:13 ~毀推羅的宮殿、使他成為荒
24:10 荒涼的城~毀了．各家關門閉
24:12 中只有荒涼、城門~毀淨盡。
25:12 固高臺傾倒、~平直到塵埃。
26: 5 將城~毀、拆平直到塵埃。
26: 5 將城拆毀、~平直到塵埃。
32:19 雹打倒樹林．城必全然~平。
58:12 你要建立~毀累代的根基．你
耶 1:10 ~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
 4:26 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毀。
 9:19 土、人也~毀了我們的房屋。
18: 7 說、要拔出、~毀、毀壞。
24: 6 必不~毀、栽植他們、並不拔
31:28 ~毀、毀壞、傾覆、苦害、也
33: 4 就是~毀為擋敵人高壘和刀劍
39: 8 屋、又~毀耶路撒冷的城牆。
42:10 我就建立你們必不~毀、栽植
45: 4 我所建立的我必~毀．我所栽
50:15 城牆~毀了．因為這是耶和華
52:14 就~毀耶路撒冷四圍的城牆。
哀 2: 5 ~毀百姓的保障、在猶大民中
 2: 8 耶和華定意~毀錫安的城牆．
結13:14 我要這樣~毀你們那未泡透灰

13:14 ~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牆
16:39 他們必~毀你的圓頂花樓、毀
26: 4 ~毀他的城樓．我也要刮淨塵
26: 9 牆垣、用鐵器~毀你的城樓。
26:12 ~毀你華美的房屋、將你的石
30: 4 民必被擄掠、基址必被~毀．
何10: 2 耶和華必~毀他們的祭壇、毀
10:14 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毀、就如
10:14 幔在爭戰的日子~毀伯亞比勒
摩 3:15 我要~毀過冬和過夏的房屋、
彌 5:11 除滅城邑、~毀一切的保障、
瑪 1: 4 我必~毀．人必稱他們的地、
太24: 2 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毀了
26:61 我能~毀　神的殿、三日內又
27:40 你這~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
可 2: 4 ~了房頂、既拆通了、就把癱
 2: 4 既~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
13: 2 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毀了。
14:58 我要~毀這人手所造的殿、三
15:29 你這~毀聖殿、三日又建造起
路12:18 要把我的倉房~了、另蓋更大
21: 6 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毀了。
約 2:19 你們~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
羅11: 3 ~了你的祭壇、只剩下我一個
林後 5: 1 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毀了、
加 2:18 我素來所~毀的、若重新建造
弗 2:14 為一、~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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