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祭 圣经(110次)

新约(0次)
福音书(0)
历史书(0)
保罗书信(0)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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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律法书(64)
历史书(31)

预言书(0)

约书亚记(3)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5) 撒母耳记下(3) 列王记上(5) 列王记下(4) 历代
志上(4) 历代志下(5)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0) 出埃及记(5) 利未记(32) 民数记(22) 申命记(5)
旧约(110次)

以赛亚书(1) 耶利米书(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8)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约珥书(0) 阿摩司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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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玛拉基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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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18:12 把燔祭和~献给　神．亚伦和
20:24 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
24: 5 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
29:28 这要从以色列人的~中、作为
32: 6 和~、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利 3: 1 人献供物为~、〔平安或作酬
 3: 3 从~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3: 6 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若是
 3: 9 从~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4:10 与~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
 4:26 正如~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
 4:31 正如取~牲的脂油一样．祭司
 4:35 正如取~羊羔的脂油一样．祭
 6:12 坛上、在其上烧~牲的脂油．
 7:11 人献与耶和华~的条例、乃是
 7:13 和为感谢献的~、与供物一同
 7:14 是要归给洒~牲血的祭司。
 7:15 为感谢献~牲的肉、要在献的
 7:18 第三天若吃了~的肉、这祭必
 7:19 至于~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
 7:20 只是献与耶和华~的肉、人若
 7:21 吃了献与耶和华~的肉、这人
 7:29 献~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
 7:29 要从~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
 7:32 你们要从~中把右腿作举祭、
 7:33 献~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
 7:34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中、取
 7:37 和~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
 9: 4 作~、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
 9:18 亚伦宰了那给百姓作~的公牛
 9:22 罪祭、燔祭、~、就下来了。
10:14 为这些是从以色列人~中给你
17: 5 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
17: 8 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
19: 5 你们献~给耶和华的时候、要
22:21 将~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
23:19 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
民 6:14 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作~、
 6:17 献给耶和华作~．又要将同献
 6:18 头上的发、放在~下的火上。
 7:17 作~．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
 7:23 作~．这是苏押儿子拿坦业的

 7:29 作~．这是希伦儿子以利押的
 7:35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作~．这是
 7:41 作~。这是苏利沙代儿子示路
 7:47 作~．这是丢珥的儿子以利雅
 7:53 作~．这是亚米忽儿子以利沙
 7:59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作~．这是
 7:65 作~．这是基多尼儿子亚比但
 7:71 作~．这是亚米沙代儿子亚希
 7:77 作~．这是俄兰儿子帕结的供
 7:83 作~．这是以南儿子亚希拉的
 7:88 作~的、共有公牛二十四只、
10:10 献燔祭和~、也要吹号。这都
15: 3 是~、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
15: 5 是~、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
15: 8 或是作~、为要还特许的愿、
15: 8 愿、或是作~、献给耶和华．
29:39 的燔祭、素祭、奠祭、和~。
申12: 6 将你们的燔祭~、十分取一之
12:11 咐你们的燔祭~十分取一之物
12:27 ~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　神
12:27 上．~的肉、你自己可以吃。
27: 7 又要献~、且在那里吃、在耶
书 8:31 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
22:23 ~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
22:27 ~、和别的祭事奉他、免得你
士20:26 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
21: 4 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

撒上 6:15 示麦人将燔祭和~献给耶和华
10: 8 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
11:15 又在耶和华面前献~．扫罗和
13: 9 把燔祭和~带到我这里来．扫
15:22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岂如喜

撒下 6:17 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
 6:18 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就奉万
24:25 献燔祭和~。如此耶和华垂听

王上 3:15 献燔祭和~、又为他众臣仆设
 8:63 所罗门向耶和华献~、用牛二
 8:64 和~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
 8:64 燔祭、素祭、和~牲的脂油。
 9:25 和~、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

王下 5:17 或~、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
10:24 献~和燔祭。耶户先安排八十

16:13 奠祭、将~牲的血洒在坛上。
16:15 燔祭牲和~牲的血也要洒在这

代上16: 1 就在　神面前献燔祭、和~。
16: 2 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就奉耶
21:26 献燔祭和~、求告耶和华．耶
29:21 他们向耶和华献~和燔祭、就

代下 7: 7 在那里献燔祭和~牲的脂油。
29:35 燔祭和~牲的脂油、并燔祭同
30:22 又献~、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
31: 2 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又在耶
33:16 在坛上献~、感谢祭、吩咐犹
箴 7:14 ~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
赛56: 7 和~、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
耶 6:20 悦纳、你们的~我也不喜悦。
 7:21 你们将燔祭加在~上、吃肉吧
 7:22 燔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
17:26 ~、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
结40:42 宰杀燔祭牲和~牲所用的器皿
43:27 和~．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
44:11 和~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
45:15 ~、为民赎罪．这是主耶和华
45:17 祭、和~、为以色列家赎罪。
46: 2 和~、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
46:12 或~、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
46:12 和~、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
摩 5:22 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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