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祭 聖經(110次)

新約(0次)
福音書(0)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0)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0)
羅馬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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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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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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歷史書(31)

預言書(0)

約書亞記(3)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5) 撒母耳記下(3) 列王記上(5) 列王記下(4) 歷代
志上(4) 歷代志下(5)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0) 出埃及記(5) 利未記(32) 民數記(22) 申命記(5)
舊約(110次)

以賽亞書(1) 耶利米書(4)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8)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1)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0)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3)
詩歌智慧書(1) 約伯記(0) 詩篇(0) 箴言(1) 傳道書(0) 雅歌(0)

出18:12 把燔祭和~獻給　神．亞倫和
20:24 和~．凡記下我名的地方、我
24: 5 燔祭、又向耶和華獻牛為~。
29:28 這要從以色列人的~中、作為
32: 6 和~、就坐下吃喝、起來玩耍
利 3: 1 人獻供物為~、〔平安或作酬
 3: 3 從~中、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3: 6 人向耶和華獻供物為~、若是
 3: 9 從~中、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4:10 與~公牛上所取的一樣．祭司
 4:26 正如~的脂油一樣．至於他的
 4:31 正如取~牲的脂油一樣．祭司
 4:35 正如取~羊羔的脂油一樣．祭
 6:12 壇上、在其上燒~牲的脂油．
 7:11 人獻與耶和華~的條例、乃是
 7:13 和為感謝獻的~、與供物一同
 7:14 是要歸給灑~牲血的祭司。
 7:15 為感謝獻~牲的肉、要在獻的
 7:18 第三天若吃了~的肉、這祭必
 7:19 至於~的肉、凡潔淨的人都要
 7:20 只是獻與耶和華~的肉、人若
 7:21 吃了獻與耶和華~的肉、這人
 7:29 獻~給耶和華的、要從平安祭
 7:29 要從~中取些來、奉給耶和華
 7:32 你們要從~中把右腿作舉祭、
 7:33 獻~牲血和脂油的、要得這右
 7:34 因為我從以色列人的~中、取
 7:37 和~的條例、並承接聖職的禮
 9: 4 作~、獻在耶和華面前．並取
 9:18 亞倫宰了那給百姓作~的公牛
 9:22 罪祭、燔祭、~、就下來了。
10:14 為這些是從以色列人~中給你
17: 5 交給祭司、獻與耶和華為~。
17: 8 間的外人、獻燔祭、或是~、
19: 5 你們獻~給耶和華的時候、要
22:21 將~獻給耶和華、為要還特許
23:19 兩隻一歲的公綿羊羔為~。
民 6:14 隻沒有殘疾的公綿羊、作~、
 6:17 獻給耶和華作~．又要將同獻
 6:18 頭上的髮、放在~下的火上。
 7:17 作~．這是亞米拿達兒子拿順
 7:23 作~．這是蘇押兒子拿坦業的

 7:29 作~．這是希倫兒子以利押的
 7:35 五隻一歲的公羊羔作~．這是
 7:41 作~。這是蘇利沙代兒子示路
 7:47 作~．這是丟珥的兒子以利雅
 7:53 作~．這是亞米忽兒子以利沙
 7:59 五隻一歲的公羊羔作~．這是
 7:65 作~．這是基多尼兒子亞比但
 7:71 作~．這是亞米沙代兒子亞希
 7:77 作~．這是俄蘭兒子帕結的供
 7:83 作~．這是以南兒子亞希拉的
 7:88 作~的、共有公牛二十四隻、
10:10 獻燔祭和~、也要吹號。這都
15: 3 是~、為要還特許的願、或是
15: 5 是~、你要為每隻綿羊羔、一
15: 8 或是作~、為要還特許的願、
15: 8 願、或是作~、獻給耶和華．
29:39 的燔祭、素祭、奠祭、和~。
申12: 6 將你們的燔祭~、十分取一之
12:11 咐你們的燔祭~十分取一之物
12:27 ~的血、要倒在耶和華你　神
12:27 上．~的肉、你自己可以吃。
27: 7 又要獻~、且在那裏吃、在耶
書 8:31 上給耶和華奉獻燔祭、和~。
22:23 ~獻在壇上、願耶和華親自討
22:27 ~、和別的祭事奉他、免得你
士20:26 又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祭和~。
21: 4 裏築了一座壇、獻燔祭和~。

撒上 6:15 示麥人將燔祭和~獻給耶和華
10: 8 我也必下到那裏獻燔祭和~．
11:15 又在耶和華面前獻~．掃羅和
13: 9 把燔祭和~帶到我這裏來．掃
15:22 耶和華喜悅燔祭和~、豈如喜

撒下 6:17 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祭和~。
 6:18 大衛獻完了燔祭和~、就奉萬
24:25 獻燔祭和~。如此耶和華垂聽

王上 3:15 獻燔祭和~、又為他眾臣僕設
 8:63 所羅門向耶和華獻~、用牛二
 8:64 和~牲的脂油、便將耶和華殿
 8:64 燔祭、素祭、和~牲的脂油。
 9:25 和~、又在耶和華面前的壇上

王下 5:17 或~、獻與別神、只獻給耶和
10:24 獻~和燔祭。耶戶先安排八十

16:13 奠祭、將~牲的血灑在壇上。
16:15 燔祭牲和~牲的血也要灑在這

代上16: 1 就在　神面前獻燔祭、和~。
16: 2 大衛獻完了燔祭和~、就奉耶
21:26 獻燔祭和~、求告耶和華．耶
29:21 他們向耶和華獻~和燔祭、就

代下 7: 7 在那裏獻燔祭和~牲的脂油。
29:35 燔祭和~牲的脂油、並燔祭同
30:22 又獻~、且向耶和華他們列祖
31: 2 各按各職獻燔祭和~．又在耶
33:16 在壇上獻~、感謝祭、吩咐猶
箴 7:14 ~在我這裏．今日才還了我所
賽56: 7 和~、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
耶 6:20 悅納、你們的~我也不喜悅。
 7:21 你們將燔祭加在~上、吃肉吧
 7:22 燔祭~的事、我並沒有提說、
17:26 ~、素祭、和乳香、並感謝祭
結40:42 宰殺燔祭牲和~牲所用的器皿
43:27 和~．我必悅納你們．這是主
44:11 和~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們
45:15 ~、為民贖罪．這是主耶和華
45:17 祭、和~、為以色列家贖罪。
46: 2 和~、他就要在門檻那裏敬拜
46:12 或~、就是向耶和華甘心獻的
46:12 和~、與安息日預備的一樣．
摩 5:22 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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