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 圣经(140次)

新约(54次)
福音书(21)
历史书(4)
保罗书信(20)

马太福音(4) 马可福音(3) 路加福音(7) 约翰福音(7)
使徒行传(4)
罗马书(4)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2) 加拉太书(0) 以弗所书(4) 腓立比书(4) 歌罗西书(2) 帖
撒罗尼迦前书(1) 帖撒罗尼迦后书(0) 提摩太前书(2) 提摩太后书(1) 提多书(0) 腓利门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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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书信(6) 希伯来书(1) 雅各书(2) 彼得前书(1) 彼得后书(0) 约翰壹书(2) 约翰贰书(0) 约翰叁书(0) 犹大
书(0)
启示录(3)

律法书(7)
历史书(43)

预言书(3)

约书亚记(0) 士师记(1)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6) 撒母耳记下(1) 列王记上(14) 列王记下(1) 历
代志上(1) 历代志下(11) 以斯拉记(2) 尼希米记(5) 以斯帖记(1)

创世纪(2) 出埃及记(2)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2)
旧约(86次)

以赛亚书(3) 耶利米书(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6)
小先知书(1) 何西阿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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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0)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6)
诗歌智慧书(19) 约伯记(3) 诗篇(14)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25:21 就为他~求耶和华、耶和华应
25:21 耶和华应允他的~求、他的妻
出 8: 9 ~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
 8:28 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祷。
民11: 2 摩西~求耶和华、火就熄了。
申 9:20 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祷。
 9:26 我~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阿
士13: 8 玛挪亚就~求耶和华说、主阿
撒上 1:10 就痛痛哭泣、~祷耶和华．

 1:12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
 1:16 愁苦太多、所以~求到如今。
 1:26 在你这里站着~求耶和华的那
 1:27 我~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
 2:25 谁能为他~求呢．然而他们还

撒下 7:27 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祷。
王上 8:28 我的　神垂顾仆人的祷告~求

 8:28 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呼吁
 8:30 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的时候
 8:33 你的名、在这殿里~求祷告．
 8:38 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
 8:43 照着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
 8:45 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求
 8:49 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求
 8:52 听你民以色列的~求、无论何
 8:52 无论何时向你~求、愿你垂听
 8:54 在耶和华面前祷告~求已毕、
 8:59 我在耶和华面前~求的这些话
 9: 3 你向我所祷告~求的、我都应
13: 6 于是神人~祷耶和华、王的手

王下 4:33 子在里面、他便~祷耶和华．
代上17:25 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祷．
代下 6:19 垂顾仆人的祷告~求、俯听仆

 6:19 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祷呼吁
 6:21 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的时候
 6:24 名、在这殿里向你~求祷告．
 6:29 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
 6:33 照着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
 6:35 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求
 6:39 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求
 7: 1 所罗门~祷已毕、就有火从天
33:13 他~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
33:13 耶和华就允准他的~求、垂听

拉 6:10 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祷。
 8:23 所以我们禁食~求我们的　神
尼 1: 4 在天上的　神面前禁食~祷说
 1: 6 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祷
 1:11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和
 1:11 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祷
11:17 ~祷的时候、为称谢领首的是
斯 4: 8 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求。
伯16:17 强暴、我的~祷、也是清洁。
42: 8 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祷．
42:10 约伯为他的朋友~祷、耶和华
诗 5: 2 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
10:17 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求。
17: 1 大卫的~祷。〕耶和华阿、求
17: 1 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祷
69:13 向你耶和华~祷．　神阿、求
72:20 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完毕。
86: 1 大卫的~祷。〕耶和华阿、求
90: 1 神人摩西的~祷。〕主阿、你
102:17 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求。
109: 4 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祷。
109: 7 名．愿他的~祷、反成为罪。
141: 2 愿我举手~求、如献晚祭。
141: 5 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祷。
142: 1 乃是~祷。〕我发声哀告耶和
箴15: 8 正直人~祷、为他所喜悦。
28: 9 律法的、他的~祷也为可憎。
赛 1:15 就是你们多多的~祷、我也不
16:12 又到他圣所~祷、也不蒙应允
45:14 又向你下拜~求你说、　神真
耶 7:16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祷、不
 7:16 也不要向我为他们~求．因我
11:14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祷、不
14:11 不要为这百姓~祷求好处。
27:18 让他们~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
42: 2 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求、为
42: 9 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求的主
但 2:18 要他们~求天上的　神施怜悯
 6:11 但以理在他　神面前~祷恳求
 6:13 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祷。
 9: 3 灰、定意向主　神~祷恳求。
 9: 4 我向耶和华我的　神~祷、认

 9:17 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祷恳求
番 3:10 ~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
太 6: 8 因为你们没有~求以先、你们
 7: 7 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
 7: 8 因为凡~求的、就得着．寻找
24:20 你们应当~求、叫你们逃走的
可11:24 凡你们祷告~求的、无论是什
13:18 你们应当~求、叫这些事不在
13:33 儆醒~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
路 1:13 因为你的~祷已经被听见了、
 2:37 禁食~求、昼夜事奉　神。
 5:33 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祷、法
11: 9 你们~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
11:10 因为凡~求的就得着、寻找的
21:36 常常~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
22:32 但我已经为你~求、叫你不至
约15: 7 愿意的、~求就给你们成就。
16:26 你们要奉我的名~求．我并不
17: 9 我为他们~求．不为世人祈求
17: 9 不为世人~求、却为你所赐给
17: 9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求、因
17:20 我不但为这些人~求、也为那
17:20 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求
徒 2:42 训、彼此交接、擘饼、~祷。
 6: 4 但我们要专心以~祷传道为事
 7:46 ~求为雅各的　神预备居所．
 8:22 ~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
罗 8:27 灵照着　神的旨意替圣徒~求
 8:34 也替我们~求。〔有基督云云
 8:34 右边也替我们~求的基督耶稣
15:30 我一同竭力、为我~求　神．

林后 1:11 你们以~祷帮助我们、好叫许
 9:14 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祷。
弗 3: 1 替你们~祷．〔此句乃照对十
 6:18 随时多方祷告~求、并要在此
 6:18 此儆醒不倦、为众圣徒~求、
 6:19 也为我~求、使我得着口才、
腓 1: 4 每逢为你们众人~求的时候、
 1: 4 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求）
 1:19 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祷
 4: 6 ~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
西 1: 9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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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常为你们竭力的~求、愿你们
帖前 3:10 我们昼夜切切的~求、要见你
提前 4: 5 都因　神的道和人的~求、成

 5: 5 　神、昼夜不住的~求祷告。
提后 1: 3 ~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
来 7:25 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求。
雅 5:15 出于信心的~祷、要救那病人
 5:16 义人~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

彼前 3:12 主的耳听他们的~祷．惟有行
约壹 5:16 就当为他~求、　神必将生命

 5:16 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求。
启 5: 8 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
 8: 3 要和众圣徒的~祷一同献在宝
 8: 4 和众圣徒的~祷、从天使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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