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告 圣经(92次)

新约(7次)
福音书(0)
历史书(4)
保罗书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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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书(8)
历史书(1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2) 撒母耳记下(2) 列王记上(8) 列王记下(2) 历代
志上(3) 历代志下(0) 以斯拉记(0)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5) 出埃及记(0) 利未记(0) 民数记(0) 申命记(3)
旧约(85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2) 耶利米哀歌(2)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0)
小先知书(10) 何西阿书(2) 约珥书(2)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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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1)
诗歌智慧书(37) 约伯记(3) 诗篇(34) 箴言(0) 传道书(0) 雅歌(0)

创 4:26 那时候人才~耶和华的名。
12: 8 筑了一座坛、~耶和华的名。
13: 4 他又在那里~耶和华的名。
21:33 又在那里~耶和华永生　神的
26:25 ~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棚
申 4: 7 在我们~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
15: 9 以致他因你~耶和华、罪便归
24:15 恐怕他因你~耶和华、罪便归
士15:18 就~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
16:28 参孙~耶和华说、主耶和华阿

撒上12:17 我~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
12:18 于是撒母耳~耶和华．耶和华

撒下22: 4 我要~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
22: 7 我在急难中~耶和华、向我的

王上17:20 就~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
17:21 ~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
18:24 你们~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
18:24 我也~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
18:25 就~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
18:26 ~巴力的名、说、巴力阿、求
18:27 大声~吧．因为他是神、他或
18:28 他们大声~、按着他们的规矩

王下 5:11 站着~耶和华他　神的名、在
20:11 先知以赛亚~耶和华、耶和华

代上 4:10 雅比斯~以色列的　神说、甚
16: 8 ~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
21:26 ~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伯12: 4 我这~　神、蒙他应允的人、
21:15 奉他呢．~他有什么益处呢。
27:10 全能者为乐、随时~　神呢。
诗 3: 4 我用我的声音~耶和华、他就
 4: 3 己．我~耶和华、他必听我。
14: 4 同吃饭一样、并不~耶和华。
17: 6 我曾~你、因为你必应允我．
18: 3 我要~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
18: 6 我在急难中~耶和华、向我的
28: 1 我要~你．我的磐石阿、不要
30: 8 我曾~你．我向耶和华恳求、
50:15 并要在患难之日~我、我必搭
53: 4 如同吃饭一样．并不~　神。
55:16 我要~　神．耶和华必拯救我
57: 2 我要~至高的　神、就是为我

61: 2 我要从地极~你．求你领我到
66:17 我曾用口~他、我的舌头、也
79: 6 外邦、和那不~你名的国度。
80:18 活我们、我们就要~你的名。
86: 3 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你。
86: 5 盛的慈爱、赐给凡~你的人。
86: 7 我在患难之日要~你．因为你
88: 9 阿、我天天~你、向你举手。
91:15 他若~我、我就应允他．他在
99: 6 在~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
99: 6 他们~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
105: 1 ~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
116: 2 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他。
116: 4 我便~耶和华的名、说、耶和
116:17 献给你、又要~耶和华的名。
118: 5 我在急难中~耶和华、他就应
120: 1 我在急难中~耶和华、他就应
130: 1 耶和华阿、我从深处向你~。
141: 1 我曾~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
141: 1 我~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
145:18 凡~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
145:18 就是诚心~他的、耶和华便与
赛12: 4 ~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
41:25 他是~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
43:22 你并没有~我．以色列阿、你
55: 6 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他．
58: 9 那时你~、耶和华必应允．你
64: 7 并且无人~你的名、无人奋力
65:24 他们尚未~、我就应允．正说
耶10:25 和不~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
33: 3 你~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
哀 3:55 华阿、我从深牢中~你的名。
 3:57 我~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
何 7: 7 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我。
 7:11 知、他们~埃及、投奔亚述。
珥 1:19 我向你~．因为火烧灭旷野的
 2:32 凡~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
拿 1: 6 ~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
 1:14 他们便~耶和华说、耶和华阿
 2: 2 我遭遇患难~耶和华、你就应
 3: 8 人要切切~　神．各人回头离
番 3: 9 好~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

亚13: 9 他们必~我的名、我必应允他
徒 2:21 凡~主名的、就必得救。』
 9:14 来的权柄捆绑一切~你名的人
 9:21 在耶路撒冷残害~这名的、不
22:16 ~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罗10:12 主、他也厚待一切~他的人．
10:13 凡~主名的、就必得救。』

林前 1: 2 及所有在各处~我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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