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允 聖經(115次)

新約(4次)
福音書(1)
歷史書(1)
保羅書信(1)

馬太福音(0) 馬可福音(0) 路加福音(1) 約翰福音(0)
使徒行傳(1)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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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來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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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歷史書(29)

預言書(0)

約書亞記(0) 士師記(2) 路得記(0) 撒母耳記上(3) 撒母耳記下(4) 列王記上(9) 列王記下(3) 歷代
志上(4) 歷代志下(3) 以斯拉記(1) 尼希米記(0) 以斯帖記(0)

創世紀(9)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3)
舊約(111次)

以賽亞書(7) 耶利米書(3) 耶利米哀歌(0) 以西結書(0) 但以理書(2)
小先知書(13) 何西阿書(5) 約珥書(1)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1) 彌迦書(3) 那鴻書(0) 哈巴穀

書(1)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2) 瑪拉基書(0)

大先知書(12)
詩歌智慧書(43) 約伯記(4) 詩篇(37) 箴言(2) 傳道書(0) 雅歌(0)

創17:20 我也~你、我必賜福給他、使
19:21 這事我也~你、我不傾覆你所
23:13 你若~、請聽我的話、我要把
25:21 耶和華~他的祈求、他的妻子
30:17 　神~了利亞、他就懷孕、給
30:22 拉結、~了他、使他能生育。
34:15 惟有一件才可以~、若你們所
34:22 他們才肯~、和我們同住、成
35: 3 ~我的禱告、在我行的路上保
出22:27 我就~、因為我是有恩惠的。
民21: 3 耶和華~了以色列人、把迦南
申 3:26 不~我、對我說、罷了、你不
 9:19 怕、但那次耶和華又~了我。
10:10 那次耶和華也~我、不忍將你
士11:17 以東王卻不~。又照樣打發使
13: 9 　神~瑪挪亞的話．婦人正坐

撒上 7: 9 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他。
 8:18 耶和華、耶和華卻不~你們。
12: 1 我已~了、為你們立了一個王

撒下14:16 滅．王必~救我脫離他的手．
14:21 我~你這事．你可以去、把那
14:22 王既~僕人所求的、僕人今日
22:42 就是呼求耶和華、他也不~。

王上 3:12 我就~你所求的、賜你聰明智
 9: 3 我都~了．我已將你所建的這
17:22 耶和華~以利亞的話、孩子的
18:26 求你~我們．卻沒有聲音、沒
18:26 沒有~的。他們在所築的壇、
18:29 沒有~的、也沒有理會的。
18:37 求你~我、應允我、使這民知
18:37 ~我、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
20: 8 不要聽從他、也不要~他。

王下13: 4 耶和華就~他、因為見以色列
16: 9 亞述王~了他、就上去攻打大
22:19 因此我~了你．這是我耶和華

代上 4:10 受艱苦．　神就~他所求的。
 5:20 倚賴　神、　神就~他們。
21:26 耶和華就~他、使火從天降在
21:28 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上~了他

代下32:24 耶和華~他、賜他一個兆頭。
33:19 與　神怎樣~他、他未自卑以
34:27 因此我~了你．這是我耶和華

拉 8:23 我們的　神、他就~了我們。
伯 9:16 他~我、我仍不信他真聽我的
12: 4 蒙他~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譏
19: 7 卻不蒙~．我呼求、卻不得公
30:20 你不~我．我站起來、你就定
詩 3: 4 他就從他的聖山上~我。〔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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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必~我．求你向我側耳
18:41 就是呼求耶和華、他也不~。
20: 1 願耶和華在你遭難的日子~你
20: 6 必從他的聖天上~他、用右手
20: 9 們呼求的時候、願王~我們。
21: 2 求的、你未嘗不~。〔細拉〕
22: 2 你不~．夜間呼求、並不住聲
22:21 你已經~我、使我脫離野牛的
27: 7 垂聽．並求你憐恤我、~我。
30:10 求你~我、憐恤我。耶和華阿
34: 4 他就~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
38:15 主我的　神阿、你必~我。
55: 2 ~我．我哀歎不安、發聲唉哼
60: 5 求你~我們、用右手拯救我們
65: 5 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我們．你
69:13 愛、憑你拯救的誠實、~我。
69:16 求你~我、因為你的慈愛本為
69:17 急難之中．求你速速的~我。
81: 7 我在雷的隱密處~你、在米利
86: 1 求你側耳~我、因我是困苦窮
86: 7 日要求告你．因為你必~我。
91:15 我就~他．他在急難中、我要
99: 6 們求告耶和華、他就~他們。
99: 8 你~他們．你是赦免他們的
102: 2 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我。
108: 6 求你~我們、用右手拯救我們
118: 5 他就~我、把我安置在寬闊之
118:21 因為你已經~我、又成了我的
119:26 你~了我．求你將你的律例教
119:145求你~我．我必謹守你的律例
120: 1 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我。
138: 3 你就~我、鼓勵我、使我心裏
143: 1 求、憑你的信實和公義~我。
143: 7 求你速速~我．我心神耗盡．

箴10:24 臨到他．義人所願的必蒙~。
21:13 求的、他將來呼籲也不蒙~。
賽16:12 又到他聖所祈禱、也不蒙~。
19:22 他必~他們的禱告、醫治他們
30:19 他聽見的時候、就必~你。
41:17 我耶和華必~他們、我以色列
49: 8 在悅納的時候我~了你、在拯
58: 9 耶和華必~．你呼求、他必說
65:24 我就~．正說話的時候、我就
耶11:14 向我哀求的時候、我必不~。
29:12 求我、禱告我、我就~你們。
33: 3 我就~你、並將你所不知道、
但 9:19 求主~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
10:12 你的言語已蒙~、我是因你的
何 2:21 那日我必~、我必應允天、天
 2:21 允、我必~天、天必應允地、
 2:21 允、我必應允天、天必~地、
 2:22 地必~五穀、新酒、和油、這
 2:22 這些必~耶斯列民、〔耶斯列
珥 2:19 耶和華~他的百姓、說、我必
拿 2: 2 你就~我．從陰間的深處呼求
彌 3: 4 他卻不~他們．那時他必照他
 3: 7 著嘴唇、因為　神不~他們。
 7: 7 我的　神．我的　神必~我。
哈 1: 2 你不~、要到幾時呢．我因強
亞10: 6 的　神．我必~他們的禱告。
13: 9 我必~他們．我要說、這是我
路22: 6 他~了、就找機會要趁眾人不
徒23:21 現在預備好了、只等你~。
林後 6: 2 我~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
來 5: 7 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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