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 圣经(100次)

新约(5次)
福音书(2)
历史书(0)
保罗书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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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z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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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历史书(6)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0)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4) 撒母耳记下(0) 列王记上(2) 列王记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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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出埃及记(4) 利未记(5) 民数记(3) 申命记(2)
旧约(95次)

以赛亚书(12) 耶利米书(19)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13) 但以理书(4)
小先知书(7)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1) 那鸿书(1) 哈巴谷

书(0)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50)
诗歌智慧书(18) 约伯记(8) 诗篇(7) 箴言(1) 传道书(2) 雅歌(0)

出12:46 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断。
13:13 就要打~他的颈项．凡你儿子
26: 9 子、要在罩棚的前面~上去。
34:20 就要打~他的颈项。凡头生的
利21:19 ~脚折手的、
21:19 折脚~手的、
22:22 ~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
26:13 我也~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
26:26 我要~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
民 9:12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断．
22:26 处、左右都没有转~的地方。
24: 8 ~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
申21: 4 在谷中打~母牛犊的颈项。
21: 6 在所打~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

撒上 2: 4 勇士的弓都已~断．跌倒的人
 2:31 我要~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
 4:18 在门旁~断颈项而死、因为他
 5: 4 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断

王上 6:34 是~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
 6:34 那扇分两扇、也是~叠的。
伯 8:14 他所仰赖的必~断、他所倚靠
 9:17 他用暴风~断我、无故的加增
16:12 他~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
22: 9 空手回去、~断孤儿的膀臂。
24:20 记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断。
31:22 落、我的膀臂从羊矢骨~断。
32:12 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服约伯
38:15 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断。
诗34:20 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断。
37:15 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断。
37:17 必被~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
46: 9 他~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
76: 3 他在那里~断弓上的火箭、并
76:12 他要挫~王子的骄气．他向地
107:14 他们出来、~断他们的绑索。
箴25:15 柔和的舌头、能~断骨头。
传 4:12 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断。
12: 6 银链~断、金罐破裂、瓶子在
赛 5:27 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断．
 9: 4 你都已经~断、好像在米甸的
14: 5 耶和华~断了恶人的杖、辖制
14:25 就是在我地上打~亚述人、在

14:29 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断就喜乐
16: 8 列国的君主~断其上美好的枝
27:11 必被~断．妇女要来、点火烧
33:20 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断。
38:13 他像狮子~断我一切的骨头、
42: 3 他不~断．将残的灯火、他不
58: 6 的得自由、~断一切的轭么。
66: 3 献羊羔好像打~狗项．献供物
耶 2:20 我在古时~断你的轭、解开你
 2:20 或作我在古时~断你的轭解开
 5: 5 这些人齐心将轭~断、挣开绳
10:20 我的绳索~断。我的儿女离我
11:16 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断。
15:12 铁、就是北方的铁、~断呢．
28: 2 我已经~断巴比伦王的轭。
28: 4 因为我要~断巴比伦王的轭。
28:10 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断了。
28:11 ~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
28:12 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断以后
28:13 你~断木轭、却换了铁轭．
30: 8 我必从你颈项上~断仇敌的轭
48:17 那美好的棍、何竟~断了呢。
48:25 摩押的膀臂~断了．这是耶和
49:35 我必~断以拦人的弓、就是他
50:17 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断
51:30 处有火着起．门闩都~断了。
51:56 他们的弓~断了．因为耶和华
哀 2: 9 ~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
 3: 4 他~断〔或作压伤〕我的骨头
结 4:16 我必在耶路撒冷~断他们的杖
14:13 我也向他伸手~断他们的杖、
17: 4 就是~去香柏树尽尖的嫩枝、
17:22 就是从尽尖的嫩枝中~一嫩枝
19:12 坚固的枝干~断枯干、被火烧
29: 7 你就断~、伤了他们的肩．他
29: 7 你就断~、闪了他们的腰。
30:18 我在答比匿~断埃及的诸轭、
30:21 我已打~埃及王法老的膀臂．
30:22 和已打~的膀臂、全行打断．
31:12 他的枝子~断、落在地的一切
34:27 我~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
41:24 这两扇是~叠的．这边门分两

但 7:25 必~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
 8: 7 ~断他的两角、绵羊在他面前
 8: 8 那大角~断了．又在角根上向
 8:22 至于那~断了的角、在其根上
何 1: 5 在耶斯列平原~断以色列的弓
 2:18 又必在国中~断弓刀、止息争
摩 1: 5 我必~断大马色的门闩、剪除
弥 3: 3 打~他们的骨头、分成块子像
鸿 1:13 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断他的轭
亚11:10 我~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
11:14 我又~断称为联索的那根杖、
太12:20 他不~断．将残的灯火、他不
约19:36 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断。』
罗11:17 若有几根枝子被~下来、你这
11:19 那枝子被~下来、是特为叫我
11:20 所以被~下来．你因为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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