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允 圣经(115次)

新约(4次)
福音书(1)
历史书(1)
保罗书信(1)

马太福音(0) 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约翰福音(0)
使徒行传(1)
罗马书(0) 哥林多前书(0) 哥林多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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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来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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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历史书(29)

预言书(0)

约书亚记(0) 士师记(2) 路得记(0) 撒母耳记上(3) 撒母耳记下(4) 列王记上(9) 列王记下(3) 历代
志上(4) 历代志下(3) 以斯拉记(1) 尼希米记(0) 以斯帖记(0)

创世纪(9) 出埃及记(1) 利未记(0) 民数记(1) 申命记(3)
旧约(111次)

以赛亚书(7) 耶利米书(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结书(0) 但以理书(2)
小先知书(13) 何西阿书(5) 约珥书(1) 阿摩司书(0) 俄巴底亚书(0) 约拿书(1) 弥迦书(3) 那鸿书(0) 哈巴谷

书(1) 西番雅书(0) 哈该书(0) 撒迦利亚书(2) 玛拉基书(0)

大先知书(12)
诗歌智慧书(43) 约伯记(4) 诗篇(37) 箴言(2) 传道书(0) 雅歌(0)

创17:20 我也~你、我必赐福给他、使
19:21 这事我也~你、我不倾覆你所
23:13 你若~、请听我的话、我要把
25:21 耶和华~他的祈求、他的妻子
30:17 　神~了利亚、他就怀孕、给
30:22 拉结、~了他、使他能生育。
34:15 惟有一件才可以~、若你们所
34:22 他们才肯~、和我们同住、成
35: 3 ~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
出22:27 我就~、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民21: 3 耶和华~了以色列人、把迦南
申 3:26 不~我、对我说、罢了、你不
 9:19 怕、但那次耶和华又~了我。
10:10 那次耶和华也~我、不忍将你
士11:17 以东王却不~。又照样打发使
13: 9 　神~玛挪亚的话．妇人正坐

撒上 7: 9 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他。
 8:18 耶和华、耶和华却不~你们。
12: 1 我已~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

撒下14:16 灭．王必~救我脱离他的手．
14:21 我~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
14:22 王既~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
22:42 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

王上 3:12 我就~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
 9: 3 我都~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
17:22 耶和华~以利亚的话、孩子的
18:26 求你~我们．却没有声音、没
18:26 没有~的。他们在所筑的坛、
18:29 没有~的、也没有理会的。
18:37 求你~我、应允我、使这民知
18:37 ~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
20: 8 不要听从他、也不要~他。

王下13: 4 耶和华就~他、因为见以色列
16: 9 亚述王~了他、就上去攻打大
22:19 因此我~了你．这是我耶和华

代上 4:10 受艰苦．　神就~他所求的。
 5:20 倚赖　神、　神就~他们。
21:26 耶和华就~他、使火从天降在
21:28 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了他

代下32:24 耶和华~他、赐他一个兆头。
33:19 与　神怎样~他、他未自卑以
34:27 因此我~了你．这是我耶和华

拉 8:23 我们的　神、他就~了我们。
伯 9:16 他~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
12: 4 蒙他~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
19: 7 却不蒙~．我呼求、却不得公
30:20 你不~我．我站起来、你就定
诗 3: 4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我。〔细
 4: 1 求你~我．我在困苦中、你曾
13: 3 ~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
17: 6 因为你必~我．求你向我侧耳
18:41 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
20: 1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你
20: 6 必从他的圣天上~他、用右手
20: 9 们呼求的时候、愿王~我们。
21: 2 求的、你未尝不~。〔细拉〕
22: 2 你不~．夜间呼求、并不住声
22:21 你已经~我、使我脱离野牛的
27: 7 垂听．并求你怜恤我、~我。
30:10 求你~我、怜恤我。耶和华阿
34: 4 他就~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
38:15 主我的　神阿、你必~我。
55: 2 ~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唉哼
60: 5 求你~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
65: 5 你必以威严秉公义~我们．你
69:13 爱、凭你拯救的诚实、~我。
69:16 求你~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
69:17 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我。
81: 7 我在雷的隐密处~你、在米利
86: 1 求你侧耳~我、因我是困苦穷
86: 7 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我。
91:15 我就~他．他在急难中、我要
99: 6 们求告耶和华、他就~他们。
99: 8 你~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
102: 2 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我。
108: 6 求你~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
118: 5 他就~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
118:21 因为你已经~我、又成了我的
119:26 你~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
119:145求你~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
120: 1 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我。
138: 3 你就~我、鼓励我、使我心里
143: 1 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我。
143: 7 求你速速~我．我心神耗尽．

箴10:24 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
21:13 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
赛16:12 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
19:22 他必~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
30:19 他听见的时候、就必~你。
41:17 我耶和华必~他们、我以色列
49: 8 在悦纳的时候我~了你、在拯
58: 9 耶和华必~．你呼求、他必说
65:24 我就~．正说话的时候、我就
耶11:14 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
29:12 求我、祷告我、我就~你们。
33: 3 我就~你、并将你所不知道、
但 9:19 求主~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
10:12 你的言语已蒙~、我是因你的
何 2:21 那日我必~、我必应允天、天
 2:21 允、我必~天、天必应允地、
 2:21 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地、
 2:22 地必~五谷、新酒、和油、这
 2:22 这些必~耶斯列民、〔耶斯列
珥 2:19 耶和华~他的百姓、说、我必
拿 2: 2 你就~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弥 3: 4 他却不~他们．那时他必照他
 3: 7 着嘴唇、因为　神不~他们。
 7: 7 我的　神．我的　神必~我。
哈 1: 2 你不~、要到几时呢．我因强
亚10: 6 的　神．我必~他们的祷告。
13: 9 我必~他们．我要说、这是我
路22: 6 他~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
徒23:21 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
林后 6: 2 我~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
来 5: 7 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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