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 圣经(87次)

新约(6次)
福音书(2)
历史书(1)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1) 马可福音(1)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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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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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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书(38)
历史书(20)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7)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6)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0) 列王记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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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埃及记(6) 利未记(21) 民数记(1) 申命记(3)
旧约(81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6)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3) 何西阿书(2) 约珥书(0)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0) 弥迦书(0) 那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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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诗歌智慧书(9) 约伯记(4) 诗篇(3) 箴言(1) 传道书(0) 雅歌(1)

创25:25 浑身有~、如同皮衣．他们就
25:25 扫。〔以扫就是有~的意思〕
27:11 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的、我
27:23 因为他手上有~、像他哥哥以
31:19 当时拉班剪羊~去了．拉结偷
38:12 拿去、到他剪羊~的人那里。
38:13 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去了。
出25: 4 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
26: 7 你要用山羊~、织十一幅幔子
35: 6 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
35:23 山羊~、染红的公羊皮、海狗
35:26 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
36:14 他用山羊~织十一幅幔子、作
利 1:16 脏物或作翎~〕丢在坛的东边
13: 3 若灾病处的~、已经变白、灾
13: 4 其上的~也没有变白、祭司就
13:10 使~变白、在长白疖之处有了
13:20 其上的~也变白了、就要定他
13:21 其上没有白~、也没有洼于皮
13:25 火斑中的~若变白了、现象又
13:26 在火斑中若没有白~、也没有
13:30 其间有细黄~、就要定他为不
13:31 其间也没有黑~、就要将长头
13:32 其间也没有黄~、头疥的现象
13:36 就不必找那黄~、他是不洁净
13:37 其间也长了黑~、头疥已然痊
13:47 无论是羊~衣服、是麻布衣服
13:48 是羊~的、是在皮子上、或在
13:52 羊~上、麻衣上、或是皮子作
13:59 无论是在羊~衣服上、麻布衣
14: 8 剃去~发、用水洗澡、就洁净
14: 9 眉~、并全身的毛、都剃了．
14: 9 并全身的~、都剃了．又要洗
21:20 眼睛有~病的、长癣的、长疥
民31:20 山羊~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
申15:19 地．羊群中头生的不可剪~。
18: 4 并初剪的羊~、也要给他。
22:11 不可穿羊~细麻两样搀杂料作
士 6:37 我就把一团羊~放在禾场上、
 6:37 若单是羊~上有露水、别的地
 6:38 将羊~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
 6:38 从羊~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

 6:39 让我将羊~再试一次．但愿羊
 6:39 但愿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
 6:40 独羊~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

撒上19:13 头枕在山羊~装的枕头上、用
19:16 头枕在山羊~装的枕头上。
25: 2 千山羊、他正在迦密剪羊~。
25: 4 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八剪羊~
25: 7 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
25:11 和为我剪羊~人所宰的肉、给

撒下13:23 有人为押沙龙剪羊~．押沙龙
13:24 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请王

王下 1: 8 他身穿~衣、腰束皮带．王说
 3: 4 每年将十万羊羔的~、和十万
 3: 4 和十万公绵羊的~、给以色列
10:12 在路上、牧人剪羊~之处、
10:14 将他们杀在剪羊~之处的坑边
伯 4:15 前经过、我身上的毫~直立。
31:20 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得暖、
39:13 岂是显慈爱的翎~和羽毛么。
39:13 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么。
诗68:13 膀镀白银、翎~镀黄金一般。
91: 4 他必用自己的翎~遮蔽你．你
147:16 他降雪如羊~、撒霜如炉灰。
箴27:26 羊羔之~、是为你作衣服．山
歌 4: 2 你的牙齿如新剪~的一群母羊
赛 1:18 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
 7:20 和脚上的~、并要剃净胡须。
53: 7 又像羊在剪~的人手下无声、
结17: 3 翎~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
17: 3 羽~丰满、彩色俱备、来到利
17: 7 羽~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畦
27:18 本酒、和白羊~、与你交易。
34: 3 穿羊~、宰肥壮的、却不牧养
44:17 职的时候、不可穿羊~衣服。
但 4:33 好像鹰~、指甲长长、如同鸟
 7: 9 头发如纯净的羊~、宝座乃火
何 2: 5 羊~、麻、油、酒都是他们给
 2: 9 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和麻
亚13: 4 象羞愧、不再穿~衣哄骗人。
太 3: 4 这约翰身穿骆驼~的衣服、腰
可 1: 6 约翰穿骆驼~的衣服、腰束皮
徒 8:32 又像羊羔在剪~的人手下无声

启 1:14 如白羊~、如雪．眼目如同火
 6:12 日头变黑像~布、满月变红像
11: 3 穿着~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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