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裂 聖經(127次)

新約(11次)
福音書(9)
歷史書(1)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3)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3)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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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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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18)
歷史書(36)

預言書(1)

約書亞記(3) 士師記(4)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1) 撒母耳記下(7) 列王記上(3) 列王記下(10) 歷
代志上(0)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2) 以斯帖記(1)

創世紀(5) 出埃及記(3) 利未記(7)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116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7)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15) 何西阿書(4) 約珥書(2) 阿摩司書(2)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2)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24)
詩歌智慧書(23) 約伯記(10) 詩篇(10) 箴言(1) 傳道書(2) 雅歌(0)

創 7:11 都~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
31:39 被野獸撕~的、我沒有帶來給
37:29 約瑟不在坑裏、就撕~衣服。
37:34 雅各便撕~衣服、腰間圍上麻
44:13 他們就撕~衣服、各人把馱子
出22:31 因此田間被野獸撕~牲畜的肉
28:32 彷彿鎧甲的領口、免得破~。
39:23 彷彿鎧甲的領口、免得破~。
利 7:24 和被野獸撕~的、那脂油可以
10: 6 也不可撕~衣裳、免得你們死
13:45 他的衣服要撕~、也要蓬頭散
17:15 或是被野獸撕~的、無論是本
21:10 蓬頭散髮、也不可撕~衣服．
22: 8 或是被野獸撕~的、他不可吃
22:24 或是破~的、或是騸了的、不
民14: 6 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衣服、
申33:20 他撕~膀臂、連頭頂也撕裂。
33:20 他撕裂膀臂、連頭頂也撕~。
書 7: 6 約書亞便撕~衣服．他和以色
 9: 4 和破~縫補的舊皮酒袋、馱在
 9:13 現在已經破~．我們這衣服和
士11:35 就撕~衣服、說、哀哉、我的
14: 6 卻將獅子撕~、如同撕裂山羊
14: 6 如同撕~山羊羔一樣．他行這
15:19 　神就使利希的窪處~開、有

撒上 4:12 衣服撕~、頭蒙灰塵、來到示
撒下 1: 2 衣服撕~、頭蒙灰塵、到大衛

 1:11 大衛就撕~衣服、跟隨他的人
 3:31 你們當撕~衣服、腰束麻布、
13:19 撕~所穿的彩衣．以手抱頭、
13:31 撕~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
13:31 也都撕~衣服、站在旁邊。
15:32 衣服撕~、頭蒙灰塵、來迎接

王上13: 3 這壇必破~、壇上的灰必傾撒
13: 5 壇也破~了、壇上的灰傾撒了
21:27 就撕~衣服、禁食、身穿麻布

王下 2:24 撕~他們中間四十二個童子。
 5: 7 就撕~衣服、說、我豈是　神
 5: 8 以利沙聽見以色列王撕~衣服
 6:30 就撕~衣服．（王在城上經過
10:32 耶和華才割~以色列國、使哈
11:14 亞他利雅就撕~衣服、喊叫說

18:37 都撕~衣服、來到希西家那裏
19: 1 就撕~衣服、披上麻布、進了
22:11 律法書上的話、便撕~衣服、
22:19 撕~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

代下23:13 亞他利雅就撕~衣服、喊叫說
34:19 見律法上的話、就撕~衣服、
34:27 撕~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
拉 9: 3 就撕~衣服和外袍、拔了頭髮
 9: 5 穿著撕~的衣袍、雙膝跪下向
尼 4: 7 堵塞破~的地方、就甚發怒．
 6: 1 其中沒有破~之處（那時我還
斯 4: 1 就撕~衣服、穿麻衣、蒙灰塵
伯 1:20 撕~外袍、剃了頭、伏在地上
 2:12 各人撕~外袍、把塵土向天揚
 7: 5 皮膚才收了口、又重新破~。
16: 9 主發怒撕~我、逼迫我、向我
16:13 他破~我的肺腑、並不留情．
16:14 將我破~又破裂．如同勇士向
16:14 將我破裂又破~．如同勇士向
18: 4 你這惱怒將自己撕~的、難道
26: 8 水包在密雲中、雲卻不破~。
32:19 之縫、又如新皮袋快要破~。
詩 7: 2 恐怕他們像獅子撕~我、甚至
35:15 擊我．他們不住地把我撕~。
60: 2 而且崩~．求你將裂口醫好．
60: 2 求你將~口醫好．因為地搖動
74:15 你曾分~磐石、水便成了溪河
78:13 他將海分~、使他們過去．又
78:15 他在曠野分~磐石、多多的給
106:17 地~開吞下大坍、掩蓋亞比蘭
124: 7 脫．網羅破~、我們逃脫了。
136:13 稱謝那分~紅海的、因他的慈
箴 3:20 以知識使深淵~開、使天空滴
傳 3: 7 撕~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
12: 6 金罐破~、瓶子在泉旁損壞、
賽24:19 盡都崩~、大大的震動了。
30:13 好像將要破~凸出來的高牆、
36:22 都撕~衣服、來到希西家那裏
37: 1 就撕~衣服、披上麻布、進了
45: 8 地面開~、產出救恩、使公義
48:21 石而流、分~磐石水就湧出。
64: 1 願你~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

耶 2:13 子、是破~不能存水的池子。
 4:20 毀壞、我的幔子、頃刻破~。
14: 4 為無雨降在地上、地都乾~。
14:17 處女〕受了~口破壞的大傷。
15: 3 狗類撕~、空中的飛鳥、和地
36:24 都不懼怕、也不撕~衣服。
41: 5 衣服撕~、身體畫破、手拿素
哀 2:13 因為你的~口大如海、誰能醫
結 4:14 或被野獸撕~的、那可憎的肉
13:11 要降下、狂風也要吹~這牆。
13:13 使狂風吹~這牆、在怒中使暴
13:21 我也必撕~你們下垂的頭巾、
23:34 撕~自己的乳．因為這事我曾
38:20 山嶺必崩~、陡巖必塌陷、牆
44:31 或是撕~的、祭司都不可吃。
但 5:28 就是你的國分~、歸與瑪代人
11: 4 他的國必破~、向天的四方〔
何 5:14 我必撕~而去、我要奪去、無
 6: 1 他撕~我們、也必醫治．他打
13: 8 撕~他們的胸膛、〔或作心膜
13: 8 吞吃他們．野獸必撕~他們。
珥 2:13 你們要撕~心腸、不撕裂衣服
 2:13 不撕~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
摩 1:11 憐憫、發怒撕~、永懷忿怒。
 6:11 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
彌 1: 4 諸谷必崩~、如蠟化在火中、
 5: 8 他若經過就必踐踏撕~、無人
鴻 1: 6 怒如火傾倒、磐石因他崩~。
哈 3: 6 永久的山崩~、長存的嶺塌陷
番 1:10 從山間發出大破~的響聲。
亞11:16 吃肥羊的肉、撕~他的蹄子。
14: 4 這山必從中間分~、自東至西
太 9:17 皮袋就~開、酒漏出來、連皮
27:51 從上到下~為兩半．地也震動
27:51 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
可 1:10 就看見天~開了、聖靈彷彿鴿
 2:22 恐怕酒把皮袋~開、酒和皮袋
15:38 的幔子、從上到下~為兩半。
路 5: 6 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開．
 5:37 新酒必將皮袋~開、酒便漏出
23:45 殿裏的幔子從當中~為兩半。
徒 1:18 肚腹崩~、腸子都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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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16:19 那大城~為三段、列國的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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