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 聖經(100次)

新約(5次)
福音書(2)
歷史書(0)
保羅書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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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z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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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歷史書(6)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0)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4) 撒母耳記下(0) 列王記上(2) 列王記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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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出埃及記(4) 利未記(5) 民數記(3) 申命記(2)
舊約(95次)

以賽亞書(12) 耶利米書(19)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結書(13) 但以理書(4)
小先知書(7) 何西阿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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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50)
詩歌智慧書(18) 約伯記(8) 詩篇(7) 箴言(1) 傳道書(2) 雅歌(0)

出12:46 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斷。
13:13 就要打~他的頸項．凡你兒子
26: 9 子、要在罩棚的前面~上去。
34:20 就要打~他的頸項。凡頭生的
利21:19 ~腳折手的、
21:19 折腳~手的、
22:22 ~傷的、殘廢的、有瘤子的、
26:13 我也~斷你們所負的軛．叫你
26:26 我要~斷你們的杖、就是斷絕
民 9:12 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斷．
22:26 處、左右都沒有轉~的地方。
24: 8 ~斷他們的骨頭、用箭射透他
申21: 4 在谷中打~母牛犢的頸項。
21: 6 在所打~頸項的母牛犢以上洗

撒上 2: 4 勇士的弓都已~斷．跌倒的人
 2:31 我要~斷你的膀臂、和你父家
 4:18 在門旁~斷頸項而死、因為他
 5: 4 袞的頭和兩手都在門檻上~斷

王上 6:34 是~疊的、那扇分兩扇、也是
 6:34 那扇分兩扇、也是~疊的。
伯 8:14 他所仰賴的必~斷、他所倚靠
 9:17 他用暴風~斷我、無故的加增
16:12 他~斷我、掐住我的頸項、把
22: 9 空手回去、~斷孤兒的膀臂。
24:20 記念．不義的人必如樹~斷。
31:22 落、我的膀臂從羊矢骨~斷。
32:12 誰知你們中間無一人~服約伯
38:15 惡人、強橫的膀臂也必~斷。
詩34:20 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斷。
37:15 的心、他們的弓、必被~斷。
37:17 必被~斷．但耶和華是扶持義
46: 9 他~弓、斷槍、把戰車焚燒在
76: 3 他在那裏~斷弓上的火箭、並
76:12 他要挫~王子的驕氣．他向地
107:14 他們出來、~斷他們的綁索。
箴25:15 柔和的舌頭、能~斷骨頭。
傳 4:12 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斷。
12: 6 銀鍊~斷、金罐破裂、瓶子在
賽 5:27 帶並不放鬆、鞋帶也不~斷．
 9: 4 你都已經~斷、好像在米甸的
14: 5 耶和華~斷了惡人的杖、轄制
14:25 就是在我地上打~亞述人、在

14:29 不要因擊打你的杖~斷就喜樂
16: 8 列國的君主~斷其上美好的枝
27:11 必被~斷．婦女要來、點火燒
33:20 不拔出、繩索一根也不~斷。
38:13 他像獅子~斷我一切的骨頭、
42: 3 他不~斷．將殘的燈火、他不
58: 6 的得自由、~斷一切的軛麼。
66: 3 獻羊羔好像打~狗項．獻供物
耶 2:20 我在古時~斷你的軛、解開你
 2:20 或作我在古時~斷你的軛解開
 5: 5 這些人齊心將軛~斷、掙開繩
10:20 我的繩索~斷。我的兒女離我
11:16 點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斷。
15:12 鐵、就是北方的鐵、~斷呢．
28: 2 我已經~斷巴比倫王的軛。
28: 4 因為我要~斷巴比倫王的軛。
28:10 頸項上的軛取下來、~斷了。
28:11 ~斷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軛
28:12 知耶利米頸項上的軛~斷以後
28:13 你~斷木軛、卻換了鐵軛．
30: 8 我必從你頸項上~斷仇敵的軛
48:17 那美好的棍、何竟~斷了呢。
48:25 摩押的膀臂~斷了．這是耶和
49:35 我必~斷以攔人的弓、就是他
50:17 王尼布甲尼撒將他的骨頭~斷
51:30 處有火著起．門閂都~斷了。
51:56 他們的弓~斷了．因為耶和華
哀 2: 9 ~斷．他的君王和首領落在沒
 3: 4 他~斷〔或作壓傷〕我的骨頭
結 4:16 我必在耶路撒冷~斷他們的杖
14:13 我也向他伸手~斷他們的杖、
17: 4 就是~去香柏樹儘尖的嫩枝、
17:22 就是從儘尖的嫩枝中~一嫩枝
19:12 堅固的枝榦~斷枯乾、被火燒
29: 7 你就斷~、傷了他們的肩．他
29: 7 你就斷~、閃了他們的腰。
30:18 我在答比匿~斷埃及的諸軛、
30:21 我已打~埃及王法老的膀臂．
30:22 和已打~的膀臂、全行打斷．
31:12 他的枝子~斷、落在地的一切
34:27 我~斷他們所負的軛、救他們
41:24 這兩扇是~疊的．這邊門分兩

但 7:25 必~磨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改
 8: 7 ~斷他的兩角、綿羊在他面前
 8: 8 那大角~斷了．又在角根上向
 8:22 至於那~斷了的角、在其根上
何 1: 5 在耶斯列平原~斷以色列的弓
 2:18 又必在國中~斷弓刀、止息爭
摩 1: 5 我必~斷大馬色的門閂、剪除
彌 3: 3 打~他們的骨頭、分成塊子像
鴻 1:13 在我必從你頸項上~斷他的軛
亞11:10 我~斷那稱為榮美的杖、表明
11:14 我又~斷稱為聯索的那根杖、
太12:20 他不~斷．將殘的燈火、他不
約19:36 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斷。』
羅11:17 若有幾根枝子被~下來、你這
11:19 那枝子被~下來、是特為叫我
11:20 所以被~下來．你因為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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