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羊 聖經(127次)

新約(7次)
福音書(2)
歷史書(0)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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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伯來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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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歷史書(9)

預言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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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9) 出埃及記(7) 利未記(21) 民數記(43) 申命記(3)
舊約(120次)

以賽亞書(4) 耶利米書(2)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6) 但以理書(5)
小先知書(1) 何西阿書(0)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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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7)
詩歌智慧書(10) 約伯記(1) 詩篇(4) 箴言(3) 傳道書(0) 雅歌(2)

創15: 9 一隻三年的母~、一隻三年的
30:32 並~中凡有斑的、有點的、都
30:33 凡在我手裏的~不是有點有斑
30:35 有斑的公~、有點的、有斑的
30:35 有雜白紋的母~、並黑色的綿
31:38 母~、沒有掉過胎．你群中的
32:14 母~二百隻、公山羊二十隻、
32:14 公~二十隻、母綿羊二百隻、
37:31 他們宰了一隻公~、把約瑟的
出12: 5 裏取、或從~裏取、都可以．
25: 4 紫色朱紅色線、細麻、~毛、
26: 7 你要用~毛、織十一幅幔子、
35: 6 紫色朱紅色線、細麻、~毛、
35:23 ~毛、染紅的公羊皮、海狗皮
35:26 心裏受感的婦女、就紡~毛。
36:14 他用~毛織十一幅幔子、作為
利 1:10 或~為燔祭、就要獻上沒有殘
 3:12 人的供物若是~、必在耶和華
 3:13 要按手在~頭上、宰於會幕前
 4:23 牽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為供物
 4:28 牽一隻沒有殘疾的母~為供物
 5: 6 或是一隻~、牽到耶和華面前
 7:23 ~的脂油、你們都不可吃。
 9: 3 你們當取一隻公~作贖罪祭、
 9:15 那給百姓作贖罪祭的公~宰了
10:16 西急切的尋找作贖罪祭的公~
16: 5 色列會眾取兩隻公~為贖罪祭
16: 7 也要把兩隻公~、安置在會幕
16:15 要宰那為百姓作贖罪祭的公~
16:18 和公~的血、抹在壇上四角的
16:20 就要把那隻活著的公~奉上．
16:27 和公~的血、既帶入聖所贖罪
17: 3 或是~、不拘宰於營內營外、
17: 7 原文作公~〕這要作他們世世
22:19 或是~獻上、如此方蒙悅納。
22:27 或是~、七天當跟著母．從第
23:19 你們要獻一隻公~為贖罪祭、
民 7:16 一隻公~作贖罪祭。
 7:17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22 一隻公~作贖罪祭．
 7:23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28 一隻公~作贖罪祭。

 7:29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34 一隻公~作贖罪祭。
 7:35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40 一隻公~作贖罪祭。
 7:41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46 一隻公~作贖罪祭。
 7:47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52 一隻公~作贖罪祭。
 7:53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58 一隻公~作贖罪祭。
 7:59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64 一隻公~作贖罪祭。
 7:65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70 一隻公~作贖罪祭。
 7:71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76 一隻公~作贖罪祭。
 7:77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82 一隻公~作贖罪祭。
 7:83 五隻公~、五隻一歲的公羊羔
 7:87 的素祭作贖罪祭的公~十二隻
 7:88 公~六十隻、一歲的公羊羔六
15:24 祭．又獻一隻公~作贖罪祭。
15:27 他就要獻一歲的母~作贖罪祭
18:17 和~、必不可贖、都是聖的、
28:15 又要將一隻公~為贖罪祭、獻
28:22 並獻一隻公~作贖罪祭、為你
28:30 並獻一隻公~為你們贖罪。
29: 5 又獻一隻公~作贖罪祭、為你
29:11 又獻一隻公~為贖罪祭、這是
29:16 並獻一隻公~為贖罪祭．這是
29:19 又要獻一隻公~為贖罪祭．這
29:22 又要獻一隻公~為贖罪祭。這
29:25 又要獻一隻公~為贖罪祭．這
29:28 又要獻一隻公~為贖罪祭．這
29:31 又要獻一隻公~為贖罪祭．這
29:34 又要獻一隻公~為贖罪祭．這
29:38 又要獻一隻公~為贖罪祭．這
31:20 ~毛織的物、和各樣的木器、
申14: 4 吃的牲畜就是牛、綿羊、~、
14: 5 野~、麋鹿、黃羊、青羊。
32:14 和~、與上好的麥子、也喝葡

撒上19:13 頭枕在~毛裝的枕頭上、用被

19:16 像、頭枕在~毛裝的枕頭上。
25: 2 一千~、他正在迦密剪羊毛。

代下11:15 原文作公~〕為自己所鑄造的
17:11 千七百隻、公~七千七百隻。
29:21 七隻公~、要為國、為殿、為
29:23 把那作贖罪祭的公~、牽到王
拉 6:17 獻公~十二隻、為以色列眾人
 8:35 又獻公~十二隻作贖罪祭．這
伯39: 1 山巖間的野~幾時生產、你知
詩50: 9 取公牛、也不從你圈內取~。
50:13 牛的肉呢．我豈喝~的血呢。
66:15 又把公牛和~獻上。〔細拉〕
104:18 高山為野~的住所．巖石為沙
箴27:26 衣服．~是為作田地的價值．
27:27 並有母~奶夠你吃、也夠你的
30:31 公~、和無人能敵的君王。
歌 4: 1 你的頭髮如同~群、臥在基列
 6: 5 你的頭髮如同~群、臥在基列
賽 1:11 血、公~的血、我都不喜悅。
13:21 住在那裏．野~在那裏跳舞。
34: 6 用脂油和羊羔公~的血、並公
34:14 野~、要與伴偶對叫．夜間的
耶50: 8 去．要像羊群前面走的公~。
51:40 像公綿羊和公~、下到宰殺之
結27:21 公綿羊、公~、與你交易。
34:17 公綿羊與公~中間、施行判斷
39:18 公~、公牛、都是巴珊的肥畜
43:22 要將無殘疾的公~獻為贖罪祭
43:25 每日要預備一隻公~為贖罪祭
45:23 日又要預備公~一隻為贖罪祭
但 8: 5 見有一隻公~從西而來、遍行
 8: 5 這~兩眼當中、有一非常的角
 8: 7 我見公~就近公綿羊、向他發
 8: 8 這~極其自高自大、正強盛的
 8:21 那公~、就是希臘王．〔希臘
亞10: 3 我必懲罰公~．因我萬軍之耶
太25:32 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一般．
25:33 綿羊安置在右邊、~在左邊。
來 9:12 並且不用~和牛犢的血、乃用
 9:13 若~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
 9:19 把牛犢~的血和水、灑在書上
10: 4 因為公牛和~的血、斷不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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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 披著綿羊~的皮各處奔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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