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脂油 聖經(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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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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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王記下(0) 歷代
志上(0) 歷代志下(4) 以斯拉記(0)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1) 出埃及記(6) 利未記(57)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91次)

以賽亞書(6) 耶利米書(0)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4)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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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0)
詩歌智慧書(5) 約伯記(1) 詩篇(4) 箴言(0) 傳道書(0) 雅歌(0)

創 4: 4 和羊的~獻上．耶和華看中了
出23:18 可將我節上祭牲的~留到早晨
29:13 要把一切蓋臟的~、與肝上的
29:13 和腰子上的~、都燒在壇上。
29:22 你要取這羊的~、和肥尾巴、
29:22 並蓋臟的~、與肝上的網子、
29:22 和腰子上的~、並右腿。（這
利 1: 8 並~、擺在壇上火的柴上。
 1:12 連頭和~、祭司就要擺在壇上
 3: 3 也要把蓋臟的~、和臟上所有
 3: 3 臟的脂油、和臟上所有的~、
 3: 4 和腰子上的~、就是靠腰兩旁
 3: 4 就是靠腰兩旁的~、與肝上的
 3: 9 其中的~、和整肥尾巴、都要
 3: 9 並要把蓋臟的~、和臟上所有
 3: 9 臟的脂油、和臟上所有的~、
 3:10 和腰子上的~、就是靠腰兩旁
 3:10 就是靠腰兩旁的~、並肝上的
 3:14 又把蓋臟的~、和臟上所有的
 3:14 和臟上所有的~、兩個腰子、
 3:14 和腰子上的~、就是靠腰兩旁
 3:14 就是靠腰兩旁的~、並肝上的
 3:16 祭的食物．~都是耶和華的。
 3:17 ~和血、都不可吃、這要成為
 4: 8 要把贖罪祭公牛所有的~、乃
 4: 8 乃是蓋臟的~、和臟上所有的
 4: 8 臟的脂油、和臟上所有的~、
 4: 9 和腰子上的~、就是靠腰兩旁
 4: 9 就是靠腰兩旁的~、與肝上的
 4:19 把牛所有的~都取下、燒在壇
 4:26 所有的~、祭司都要燒在壇上
 4:26 正如平安祭的~一樣．至於他
 4:31 又要把羊所有的~都取下、正
 4:31 正如取平安祭牲的~一樣．祭
 4:35 又要把所有的~都取下、正如
 4:35 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一樣．
 6:12 上、在其上燒平安祭牲的~．
 7: 3 又要將肥尾巴、和蓋臟的~、
 7: 4 和腰子上的~、就是靠腰兩旁
 7: 4 就是靠腰兩旁的~、並肝上的
 7:23 牛的~、綿羊的脂油、山羊的
 7:23 綿羊的~、山羊的脂油、你們

 7:23 山羊的~、你們都不可吃。
 7:24 那~可以作別的使用、只是你
 7:25 了獻給耶和華當火祭牲畜的~
 7:30 就是~和胸、要帶來、好把胸
 7:31 祭司要把~在壇上焚燒、但胸
 7:33 獻平安祭牲血和~的、要得這
 8:16 又取臟上所有的~、和肝上的
 8:16 與腰子上的~、都燒在壇上。
 8:20 頭、和肉塊、並~、都燒了。
 8:25 取~、和肥尾巴、並臟上一切
 8:25 並臟上一切的~、與肝上的網
 8:25 子、和腰子上的~、並右腿．
 8:26 個薄餅、都放在~和右腿上。
 9:10 惟有贖罪祭的~、和腰子、並
 9:19 又把公牛和公綿羊的~、肥尾
 9:19 並蓋臟的~、與腰子、和肝上
 9:20 把~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燒
 9:20 在胸上、他就把~燒在壇上。
 9:24 和~．眾民一見、就都歡呼、
10:15 他們要與火祭的~一同帶來、
16:25 贖罪祭牲的~、要在壇上焚燒
17: 6 把~焚燒、獻給耶和華為馨香
民18:17 把他的~焚燒、當作馨香的火
申32:14 羊羔的~、巴珊所出的公綿羊
32:38 就是向來吃他們祭牲的~、喝

撒上 2:15 又在未燒~以前、祭司的僕人
 2:16 必須先燒~、然後你可以隨意
15:22 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

王上 8:64 和平安祭牲的~、便將耶和華
 8:64 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

代下 7: 7 素祭和~、便將耶和華殿前院
 7: 7 在那裏獻燔祭和平安祭牲的~
29:35 燔祭和平安祭牲的~、並燔祭
35:14 為祭司亞倫的子孫獻燔祭和~
伯15:27 是因他的臉蒙上~、腰積成肥
詩17:10 他們的心被~包裹．他們用口
37:20 要像羊羔的~．〔或作像草地
65:11 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
119:70 他們心蒙~．我卻喜愛你的律
賽 1:11 和肥畜的~、我已經夠了．公
 6:10 要使這百姓心蒙~、耳朵發沉
34: 6 用~和羊羔公山羊的血、並公

34: 6 並公綿羊腰子的~滋潤的．因
34: 7 了血、他們的塵土因~肥潤。
43:24 也沒有用祭物的~使我飽足、
結34: 3 你們吃~、穿羊毛、宰肥壯的
39:19 祭、必吃飽了~、喝醉了血。
44: 7 就是~和血獻上的時候、將身
44:15 將~與血獻給我．這是主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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