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求主名

撒下 22:4 我呼求當受讚美
的耶和華，我就蒙拯救脫離
仇敵

創 4:26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
子，起名叫以挪士。在那時
候，人開始呼求耶和華的名

撒下 22:7 我在急難中呼求
耶和華，向我的神呼救。祂
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的
呼救入了祂的耳中

創 12:8 從那裏他又遷到伯
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
西邊是伯特利，東邊是艾；
他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
座壇，並且呼求耶和華的名
創 21:33 亞伯拉罕在別是巴
栽了一棵垂絲柳樹，又在那
裏呼求耶和華永遠之神的名
創 26:25 以撒就在那裏築了
一座壇，呼求耶和華的名，
並且支搭帳棚；他的僕人便
在那裏挖了一口井
申 4:7 那一大國的人有神與
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
神，在我們呼求祂的時候與
我們相近？

王上 8:52 願你的眼顧及你
僕人和你民以色列的懇求，
每當他們向你呼求，願你垂
聽
王上 18:24 你們呼求你們神
的名，我也呼求耶和華的名
；那降火回應的神，就是神
。眾民回答說，這話甚好
代上 4:10 雅比斯呼求以色
列的神說，願你豐厚的賜福
與我，擴張我的境界，願你
的手與我同在，願你保守我
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
使他所求的得以成就

士 15:18 參孫甚覺口渴，就
呼求耶和華說

代上 16:8 你們要稱謝耶和
華，呼求祂的名，在萬民中
傳揚祂的作為

士 16:28 參孫呼求耶和華說
，主耶和華阿，求你記念我
。神阿，求你賜我力量，就
只這一次，使我在非利士人
身上一次報那剜我雙眼的仇

代上 21:26 大衛在那裏為耶
和華築了一座壇，獻燔祭和
平安祭。他呼求耶和華，耶
和華就應允他，使火從天降
在燔祭壇上

伯 27:10 他豈以全能者為樂
，隨時呼求神呢？
詩 3:4 我用我的聲音呼求耶
和華，祂就從祂的聖山上應
允我
詩 4:1 顯我為義的神阿，我
呼求的時候，求你應允我；
我在窘困中，求你使我寬廣
；求你恩待我，聽我的禱告
詩 4:3 你們要知道，耶和華
已經分別虔誠人歸祂自己；
我呼求耶和華，祂必聽我
詩 17:6 神阿，我呼求你，
因為你必應允我；求你向我
側耳，聽我的言語
詩 18:3 我呼求當受讚美的
耶和華，就蒙拯救脫離仇敵
詩 18:6 我在急難中呼求耶
和華，向我的神呼救。祂從
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在祂
面前的呼救入了祂的耳中
詩 27:7 耶和華阿，我用聲
音呼籲的時候，求你垂聽，
並求你恩待我，應允我
詩 28:1 耶和華阿，我向你
呼求；我的磐石阿，不要不
聽我；恐怕你向我閉口，我
就如下到坑中的人一樣

詩 30:8 耶和華阿，我曾呼
求你；我向耶和華懇求，說
詩 34:6 我這窮苦人呼求，
耶和華便垂聽，救我脫離一
切患難
詩 50:15 並要在患難之日呼
求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
榮耀我
詩 55:16 至於我，我要呼求
神，耶和華必拯救我
詩 56:9 我呼求的日子，我
的仇敵都要轉身退後；神幫
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
詩 57:2 我要呼求至高的神
，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神
詩 61:2 我心裏發昏的時候
，我要從地極呼求你。求你
領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
詩 66:17 我曾用口呼求祂，
我的舌頭也頌揚祂
詩 80:18 這樣，我們便不退
後離開你；求你救活我們，
我們就要呼求你的名
詩 81:7 你在患難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隱密
處應允你；我在米利巴水那
裏試驗你
詩 86:3 主阿，求你恩待我
，因我終日呼求你
詩 86:5 主阿，你本為良善
，樂意饒恕人，對一切呼求
你的人，有豐盛的慈愛

詩 86:7 我在患難之日要呼
求你，因為你必應允我

詩 120:1 我在急難中呼求耶
和華，祂就應允我

詩 88:9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
乾癟；耶和華阿，我天天呼
求你，向你展開雙手禱告

詩 130:1 耶和華阿，我從深
處向你呼求
詩 138:3 我呼求的日子，你
就應允我，鼓勵我，使我魂
裏有能力
詩 145:18 凡呼求耶和華的
，就是真實呼求祂的，耶和
華便與他們相近

詩 89:26 祂要稱呼我說，你
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
救我的磐石
詩 91:15 祂要呼求我，我就
應允祂。祂在急難中，我要
與祂同在；我要搭救祂，使
祂尊貴
詩 99:6 在祂的祭司中有摩
西和亞倫，在呼求祂名的人
中有撒母耳，他們呼求耶和
華，祂就應允他們
詩 102:2 我在急難的日子，
求你不要向我掩面；求你向
我側耳；我呼求的日子，求
你快快應允我
詩 116:2 祂既向我側耳，我
一生要呼求祂
詩 116:13 我要舉起救恩的
杯，呼求耶和華的名
詩 118:5 我在急難中呼求耶
和華，耶和華就應允我，把
我安置在寬闊之處
詩 119:145 耶和華阿，我全
心呼求你，求你應允我。我
必遵守你的律例

賽 12:4 在那日，你們要說
，當稱謝耶和華，呼求祂的
名！將祂所行的傳揚在萬民
中，題說祂的名已被尊崇
賽 41:25 我從北方興起一人
，他已經來了；他必從日出
之地呼求我的名。他必臨到
掌權的，好像臨到灰泥，彷
彿窯匠踹泥一樣
賽 43:21-22 這百姓是我為
自己塑造的；他們必述說對
我的讚美。雅各阿，你並沒
有呼求我，以色列阿，你倒
厭煩我
賽 55:6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
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候
呼求祂
賽 58:9 那時你呼求，耶和
華必應允；你呼救，祂必說
，我在這裏
賽 64:7 無人呼求你的名，
無人奮起抓住你；

耶 33:3 你呼求我，我就應
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
大又隱密的事指示你

徒 2:21 那時，凡呼求主名
的，就必得救

哀 3:55-58 耶和華阿，我從
極深的坑裏呼求你的名。你
曾聽見我的聲音；求你不要
掩耳不聽我的呼吸，我的呼
籲。我呼求你的日子，你臨
近我，說，不要懼怕。主阿
，你伸明了我魂裏的冤；你
救贖了我的命

徒 9:14 並且他在這裡有從
祭司長得來的權柄，要捆綁
一切呼求你名的人

珥 2:32 那時，凡呼求耶和
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
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
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
，在餘剩的人中，必有耶和
華所召的
拿 1:6 船長到他那裏對他說
，你怎麼還這樣沉睡呢？起
來，呼求你的神。或者神顧
念我們，使我們不至滅亡
番 3:9 那時，我必使萬民改
用純潔的語言，好叫他們都
呼求我耶和華的名，同心合
意的事奉我
亞 13:9 我要使這三分之一
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
，試煉他們如試煉金子。他
們必呼求我的名，我必應允
他們；我要說，他們是我的
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
是我們的神

徒 9:21 凡聽見的人都驚奇
，說，在耶路撒冷損毀呼求
這名者的，不就是這人麼？
並且他到這裡來，不就是為
要捆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面
前去麼？
徒 22:16 現在你為甚麼耽延
？起來，呼求著祂的名受浸
，洗去你的罪
羅 10:12-13 因為猶太人和
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眾人
同有一位主，祂對一切呼求
祂的人是豐富的。因為“凡
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林前 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
的召會，就是給在基督耶穌
裡被聖別，蒙召的聖徒，同
著所有在各處呼求我們主耶
穌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們
的，也是我們的；
提後 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
的私慾，同那清心呼求主的
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
、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