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求主名
（恢复本圣经徒二 21 注 1 所引用经节）
徒二 21

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
创四 26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
挪士。在那时候，人开始呼求耶
和华的名。
伯十二 4 我这呼求神、蒙祂应允的人，竟
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的
人，竟成了人所讥笑的。
伯二七 10 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呼求神
呢？
创十二 8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棚；西边是伯特利，东
边是艾；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
了一座坛，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
。
创十三 4 也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他又在
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
创二一 33 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了一棵 1 垂
丝柳树，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
远之神的名。
创二六 25 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呼求
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棚；他
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申四 7
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
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呼求
祂的时候与我们相近？
士十五 18 参孙甚觉口渴，就呼求耶和华说
，你既藉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
拯救，我现在岂可渴死，落在未
受割礼的人手中？
士十六 28 参孙呼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阿
，求你记念我。神阿，求你赐我

力量，就只这一次，使我在非利
士人身上一次报那剜我双眼的仇
。
撒上十二 18 于是撒母耳呼求耶和华，耶
和华就在那日打雷降雨，众民便
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
诗九九 6 在祂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
呼求祂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
呼求耶和华，祂就应允他们。
撒下二二 4 我呼求当受赞美的耶和华，
我就蒙拯救脱离仇敌。
撒下二二 7 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向
我的神呼救。祂从殿中听了我的
声音，我的呼救入了祂的耳中。
代上十六 8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呼求祂
的名，在万民中传扬祂的作为。
代上二一 26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
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他呼求
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
从天降在燔祭坛上。
诗十四 4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么？他们吞吃
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
呼求耶和华。
诗十七 6 神阿，我呼求你，因为你必应允
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
。
诗十八 3 我呼求当受赞美的耶和华，就蒙
拯救脱离仇敌。
诗十八 6 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向我的
神呼救。祂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祂面前的呼救入了祂的耳
中。

诗三一 17 耶和华阿，我呼求你的时候，求
你叫我不至羞愧；求你使恶人羞
愧，使他们在阴间静默无声。
诗五五 16 至于我，我要呼求神，耶和华
必拯救我。
诗八六 5 主阿，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
，对一切呼求你的人，有丰盛的
慈爱。
诗八六 7 我在患难之日要呼求你，因为你
必应允我。
诗一○五 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呼求祂
的名，在万民中传扬祂的作为。
诗一一六 4 然而我呼求耶和华的名。耶
和华阿，求你救我的性命。
诗一一六 13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呼求耶
和华的名。
诗一一六 17 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又要
呼求耶和华的名。
诗一一八 5 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耶
和华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
之处。
诗一四五 18 凡呼求耶和华的，就是真实
呼求祂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
诗八十 18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
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 1 呼求你
的名。
诗八八 9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
阿，我天天呼求你，向你展开双
手祷告。
王上十八 24 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我也
呼求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回应的

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
甚好。
赛十二 4 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
华， 呼求祂的名！ 将祂所行的
传扬在万民中，题说祂的名已被
尊崇。
哀三 55 耶和华阿，我从极深的坑里呼求
你的名。
哀三 57 我呼求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
，不要惧怕。
诗九九 6 在祂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
呼求祂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
呼求耶和华，祂就应允他们。
赛五五 6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
，相近的时候呼求祂。
拿一 6
船长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怎么还
这样沉睡呢？起来，呼求你的神
。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
灭亡。
王下五 11 乃缦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
定出来见我，站着呼求耶和华他
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
这痲疯。
赛四一 25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已经
来了；他必从日出之地呼求我的
名。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
灰泥，仿佛窑匠踹泥一样。
诗五十 15 并要在患难之日呼求我：我必
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耶二九 12 你们要呼求我，前来向我祷告，
我就应允你们；
诗九一 15 祂要呼求我，我就应允祂。祂
在急难中，我要与祂同在；我要
搭救祂，使祂尊贵。

番三 9

那时，我必使万民改用纯洁的语
言，好叫他们都呼求我耶和华的
名，同心合意的事奉我。
亚十三 9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
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
金子。他们必呼求我的名，我必
应允他们；我要说，他们是我的
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
们的神。
赛十二 3～4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之泉欢然
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
谢耶和华，呼求祂的名！将祂所
行的传扬在万民中，题说祂的名
已被尊崇。
伯二七 10 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呼求
神呢？
诗八八 9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
阿，我天天呼求你，向你展开双
手祷告。
珥二 32 那时，凡呼求耶和华名的，就必
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
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
的人，在余剩的人中，必有耶和
华所召的。
林前一 2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
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
召的圣徒，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
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祂是
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罗十 10～13 因为人心里信，就得着义；
口里承认，就得救。因为经上说
，“凡信靠祂的，必不至于羞愧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
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
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因为
“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徒九 14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
权柄，要捆绑一切呼求你名的人
。
徒九 21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
撒冷损毁呼求这名者的，不就是
这人么？并且他到这里来，不就
是为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面
前去么？
徒七 58～60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
。作见证的人把自己的衣服，放
在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人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
呼求说，主耶稣，求你接收我的
灵！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阿
，不要将这罪归与他们！说了这
话，就睡了。扫罗也赞同他被杀
。
徒二二 20 并且你的见证人司提反遇害流
血的时候，我还亲自站在旁边，
予以赞同，并且看守害死他之人
的衣服。
徒九 14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
权柄，要捆绑一切呼求你名的人
。
徒九 21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
撒冷损毁呼求这名者的，不就是
这人么？并且他到这里来，不就
是为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面
前去么？
提后二 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
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
、信、爱、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