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撕 圣经(98次)

新约(7次)
福音书(6)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3) 约翰福音(1)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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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 sī

普通书信(0) 希伯来书(0) 雅各书(0) 彼得前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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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24)
历史书(32)

预言书(0)

约书亚记(1) 士师记(3)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7)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11) 历
代志上(0)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1)

创世纪(8) 出埃及记(3) 利未记(10)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91次)

以赛亚书(2)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2) 何西阿书(4) 约珥书(2)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3)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3)
诗歌智慧书(10) 约伯记(4) 诗篇(5) 箴言(0) 传道书(1) 雅歌(0)

创31:39 被野兽~裂的、我没有带来给
37:29 约瑟不在坑里、就~裂衣服。
37:33 了、约瑟被~碎了、撕碎了。
37:33 了、约瑟被撕碎了、~碎了。
37:34 雅各便~裂衣服、腰间围上麻
44:13 他们就~裂衣服、各人把驮子
44:28 他必是被~碎了、直到如今我
49:27 便雅悯是个~掠的狼、早晨要
出22:13 若被野兽~碎、看守的要带来
22:13 当作证据、所~的不必赔还。
22:31 因此田间被野兽~裂牲畜的肉
利 1:17 把鸟~开、只是不可撕断．祭
 1:17 只是不可~断．祭司要在坛上
 5: 8 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断。
 7:24 和被野兽~裂的、那脂油可以
10: 6 也不可~裂衣裳、免得你们死
13:45 他的衣服要~裂、也要蓬头散
13:56 子上、经上、纬上、都~去。
17:15 或是被野兽~裂的、无论是本
21:10 蓬头散发、也不可~裂衣服．
22: 8 或是被野兽~裂的、他不可吃
民14: 6 孚尼的儿子迦勒、~裂衣服、
申33:20 他~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
33:20 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裂。
书 7: 6 约书亚便~裂衣服．他和以色
士11:35 就~裂衣服、说、哀哉、我的
14: 6 却将狮子~裂、如同撕裂山羊
14: 6 如同~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

撒上 4:12 衣服~裂、头蒙灰尘、来到示
15:27 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断了。

撒下 1: 2 衣服~裂、头蒙灰尘、到大卫
 1:11 大卫就~裂衣服、跟随他的人
 3:31 你们当~裂衣服、腰束麻布、
13:19 ~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
13:31 ~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
13:31 也都~裂衣服、站在旁边。
15:32 衣服~裂、头蒙灰尘、来迎接

王上11:30 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成十二片
21:27 就~裂衣服、禁食、身穿麻布

王下 2:12 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为两片
 2:24 ~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
 5: 7 就~裂衣服、说、我岂是　神

 5: 8 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裂衣服
 5: 8 你为什么~了衣服呢．可使那
 6:30 就~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
11:14 亚他利雅就~裂衣服、喊叫说
18:37 都~裂衣服、来到希西家那里
19: 1 就~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
22:11 律法书上的话、便~裂衣服、
22:19 ~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

代下23:13 亚他利雅就~裂衣服、喊叫说
34:19 见律法上的话、就~裂衣服、
34:27 ~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
拉 9: 3 就~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
 9: 5 穿着~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
斯 4: 1 就~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
伯 1:20 ~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
 2:12 各人~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
16: 9 主发怒~裂我、逼迫我、向我
18: 4 你这恼怒将自己~裂的、难道
诗 7: 2 恐怕他们像狮子~裂我、甚至
 7: 2 裂我、甚至~碎、无人搭救。
22:13 张口、好像抓~吼叫的狮子。
35:15 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裂。
50:22 免得我把你们~碎、无人搭救
传 3: 7 ~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
赛36:22 都~裂衣服、来到希西家那里
37: 1 就~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
耶 5: 6 必被~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
15: 3 狗类~裂、空中的飞鸟、和地
36:24 都不惧怕、也不~裂衣服。
41: 5 衣服~裂、身体画破、手拿素
哀 3:11 正路、将我~碎、使我凄凉。
结 4:14 或被野兽~裂的、那可憎的肉
13:21 我也必~裂你们下垂的头巾、
22:25 如咆哮的狮子抓~掠物．他们
22:27 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掠物
23:34 ~裂自己的乳．因为这事我曾
44:31 或是~裂的、祭司都不可吃。
何 5:14 我必~裂而去、我要夺去、无
 6: 1 他~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
13: 8 ~裂他们的胸膛、〔或作心膜
13: 8 吞吃他们．野兽必~裂他们。
珥 2:13 你们要~裂心肠、不撕裂衣服

 2:13 不~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
摩 1:11 怜悯、发怒~裂、永怀忿怒。
弥 5: 8 他若经过就必践踏~裂、无人
鸿 2:12 公狮为小狮~碎许多食物、为
 2:12 把~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
 2:13 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碎的、
亚11:16 吃肥羊的肉、~裂他的蹄子。
太26:65 大祭司就~开衣服说、他说了
可14:63 大祭司就~开衣服、说、我们
路 5:36 没有人把新衣服~下一块来、
 5:36 就把新的~破了、并且所撕下
 5:36 并且所~下来的那块新的、和
约19:24 我们不要~开、只要拈阄、看
徒14:14 就~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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