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 聖經(140次)

新約(54次)
福音書(21)
歷史書(4)
保羅書信(20)

馬太福音(4) 馬可福音(3) 路加福音(7) 約翰福音(7)
使徒行傳(4)
羅馬書(4)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2) 加拉太書(0) 以弗所書(4) 腓立比書(4) 歌羅西書(2) 帖
撒羅尼迦前書(1) 帖撒羅尼迦後書(0) 提摩太前書(2) 提摩太後書(1) 提多書(0) 腓利門書(0)

祈 qí

普通書信(6) 希伯來書(1) 雅各書(2) 彼得前書(1) 彼得後書(0) 約翰壹書(2) 約翰贰書(0) 約翰叁書(0) 猶大
書(0)
啟示錄(3)

律法書(7)
歷史書(43)

預言書(3)

約書亞記(0) 士師記(1)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6) 撒母耳記下(1) 列王記上(14) 列王記下(1) 歷
代志上(1) 歷代志下(11) 以斯拉記(2) 尼希米記(5) 以斯帖記(1)

創世紀(2) 出埃及記(2)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2)
舊約(86次)

以賽亞書(3) 耶利米書(7)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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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0)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6)
詩歌智慧書(19) 約伯記(3) 詩篇(14)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25:21 就為他~求耶和華、耶和華應
25:21 耶和華應允他的~求、他的妻
出 8: 9 ~求除滅青蛙離開你和你的宮
 8:28 走得很遠．求你們為我~禱。
民11: 2 摩西~求耶和華、火就熄了。
申 9:20 絕他、那時我又為亞倫~禱。
 9:26 我~禱耶和華說、主耶和華阿
士13: 8 瑪挪亞就~求耶和華說、主阿
撒上 1:10 就痛痛哭泣、~禱耶和華．

 1:12 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的~禱
 1:16 愁苦太多、所以~求到如今。
 1:26 在你這裏站著~求耶和華的那
 1:27 我~求為要得這孩子、耶和華
 2:25 誰能為他~求呢．然而他們還

撒下 7:27 所以僕人大膽向你如此~禱。
王上 8:28 我的　神垂顧僕人的禱告~求

 8:28 僕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禱呼籲
 8:30 你民以色列向此處~禱的時候
 8:33 你的名、在這殿裏~求禱告．
 8:38 無論~求甚麼、禱告甚麼、
 8:43 照著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
 8:45 你在天上垂聽他們的禱告~求
 8:49 你的居所垂聽他們的禱告~求
 8:52 聽你民以色列的~求、無論何
 8:52 無論何時向你~求、願你垂聽
 8:54 在耶和華面前禱告~求已畢、
 8:59 我在耶和華面前~求的這些話
 9: 3 你向我所禱告~求的、我都應
13: 6 於是神人~禱耶和華、王的手

王下 4:33 子在裏面、他便~禱耶和華．
代上17:25 所以僕人大膽在你面前~禱．
代下 6:19 垂顧僕人的禱告~求、俯聽僕

 6:19 俯聽僕人在你面前的~禱呼籲
 6:21 你民以色列向此處~禱的時候
 6:24 名、在這殿裏向你~求禱告．
 6:29 無論~求甚麼、禱告甚麼、
 6:33 照著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
 6:35 你從天上垂聽他們的禱告~求
 6:39 你的居所垂聽你民的禱告~求
 7: 1 所羅門~禱已畢、就有火從天
33:13 他~禱耶和華、耶和華就允准
33:13 耶和華就允准他的~求、垂聽

拉 6:10 為王、和王眾子的壽命~禱。
 8:23 所以我們禁食~求我們的　神
尼 1: 4 在天上的　神面前禁食~禱說
 1: 6 前為你眾僕人以色列民的~禱
 1:11 求你側耳聽你僕人的~禱、和
 1:11 和喜愛敬畏你名眾僕人的~禱
11:17 ~禱的時候、為稱謝領首的是
斯 4: 8 族的人、在王面前懇切~求。
伯16:17 強暴、我的~禱、也是清潔。
42: 8 我的僕人約伯就為你們~禱．
42:10 約伯為他的朋友~禱、耶和華
詩 5: 2 求的聲音．因為我向你~禱。
10:17 心、也必側耳聽他們的~求。
17: 1 大衛的~禱。〕耶和華阿、求
17: 1 聽我這不出於詭詐嘴唇的~禱
69:13 向你耶和華~禱．　神阿、求
72:20 耶西的兒子大衛的~禱完畢。
86: 1 大衛的~禱。〕耶和華阿、求
90: 1 神人摩西的~禱。〕主阿、你
102:17 禱告、並不藐視他們的~求。
109: 4 敵以報我愛．但我專心~禱。
109: 7 名．願他的~禱、反成為罪。
141: 2 願我舉手~求、如獻晚祭。
141: 5 們行惡的時候、我仍要~禱。
142: 1 乃是~禱。〕我發聲哀告耶和
箴15: 8 正直人~禱、為他所喜悅。
28: 9 律法的、他的~禱也為可憎。
賽 1:15 就是你們多多的~禱、我也不
16:12 又到他聖所~禱、也不蒙應允
45:14 又向你下拜~求你說、　神真
耶 7:16 所以你不要為這百姓~禱、不
 7:16 也不要向我為他們~求．因我
11:14 所以你不要為這百姓~禱、不
14:11 不要為這百姓~禱求好處。
27:18 讓他們~求萬軍之耶和華使那
42: 2 求你准我們在你面前~求、為
42: 9 請我在他面前為你們~求的主
但 2:18 要他們~求天上的　神施憐憫
 6:11 但以理在他　神面前~禱懇求
 6:13 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禱。
 9: 3 灰、定意向主　神~禱懇求。
 9: 4 我向耶和華我的　神~禱、認

 9:17 現在求你垂聽僕人的~禱懇求
番 3:10 ~禱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
太 6: 8 因為你們沒有~求以先、你們
 7: 7 你們~求、就給你們．尋找、
 7: 8 因為凡~求的、就得著．尋找
24:20 你們應當~求、叫你們逃走的
可11:24 凡你們禱告~求的、無論是甚
13:18 你們應當~求、叫這些事不在
13:33 儆醒~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
路 1:13 因為你的~禱已經被聽見了、
 2:37 禁食~求、晝夜事奉　神。
 5:33 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禱、法
11: 9 你們~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
11:10 因為凡~求的就得著、尋找的
21:36 常常~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
22:32 但我已經為你~求、叫你不至
約15: 7 願意的、~求就給你們成就。
16:26 你們要奉我的名~求．我並不
17: 9 我為他們~求．不為世人祈求
17: 9 不為世人~求、卻為你所賜給
17: 9 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求、因
17:20 我不但為這些人~求、也為那
17:20 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求
徒 2:42 訓、彼此交接、擘餅、~禱。
 6: 4 但我們要專心以~禱傳道為事
 7:46 ~求為雅各的　神預備居所．
 8:22 ~求主．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
羅 8:27 靈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求
 8:34 也替我們~求。〔有基督云云
 8:34 右邊也替我們~求的基督耶穌
15:30 我一同竭力、為我~求　神．

林後 1:11 你們以~禱幫助我們、好叫許
 9:14 切的想念你們、為你們~禱。
弗 3: 1 替你們~禱．〔此句乃照對十
 6:18 隨時多方禱告~求、並要在此
 6:18 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求、
 6:19 也為我~求、使我得著口才、
腓 1: 4 每逢為你們眾人~求的時候、
 1: 4 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求）
 1:19 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禱
 4: 6 ~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
西 1: 9 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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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常為你們竭力的~求、願你們
帖前 3:10 我們晝夜切切的~求、要見你
提前 4: 5 都因　神的道和人的~求、成

 5: 5 　神、晝夜不住的~求禱告。
提後 1: 3 ~禱的時候、不住的想念你、
來 7:25 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求。
雅 5:15 出於信心的~禱、要救那病人
 5:16 義人~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

彼前 3:12 主的耳聽他們的~禱．惟有行
約壹 5:16 就當為他~求、　神必將生命

 5:16 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求。
啟 5: 8 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禱。
 8: 3 要和眾聖徒的~禱一同獻在寶
 8: 4 和眾聖徒的~禱、從天使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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