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治 聖經(85次)

新約(29次)
福音書(21)
歷史書(5)
保羅書信(0)

馬太福音(8) 馬可福音(2) 路加福音(9) 約翰福音(2)
使徒行傳(5)
羅馬書(0) 哥林多前書(0) 哥林多後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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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希伯來書(0) 雅各書(1) 彼得前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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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律法書(5)
歷史書(8)

預言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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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紀(0) 出埃及記(1) 利未記(0) 民數記(1) 申命記(3)
舊約(56次)

以賽亞書(9) 耶利米書(11) 耶利米哀歌(1) 以西結書(3) 但以理書(0)
小先知書(9) 何西阿書(5) 約珥書(0) 阿摩司書(0) 俄巴底亞書(0) 約拿書(0) 彌迦書(1) 那鴻書(1) 哈巴穀

書(0) 西番雅書(0) 哈該書(0) 撒迦利亞書(1) 瑪拉基書(1)

大先知書(24)
詩歌智慧書(10) 約伯記(2) 詩篇(5) 箴言(2) 傳道書(1) 雅歌(0)

出15:26 上、因為我耶和華是~你的。
民12:13 和華說、　神阿、求你~他。
申28:27 與疥、攻擊你、使你不能~。
28:35 腳掌到頭頂、長毒瘡無法~。
32:39 我也~、並無人能從我手中救

王下 8:29 ~在拉末與亞蘭王哈薛打仗的
 9:15 ~與亞蘭王哈薛打仗所受的傷
20: 5 我必~你、到第三日、你必上
20: 8 耶和華必~我、到第三日、我

代下 7:14 赦免他們的罪~他們的地。
21:18 約蘭的腸子、患不能~的病。
22: 6 ~在拉末與亞蘭王哈薛打仗所
30:20 就饒恕〔原文作~〕百姓。
伯 5:18 又纏裹．他擊傷、用手~。
34: 6 我雖無過、受的傷還不能~。
詩 6: 2 求你~我．因為我的骨頭發戰
30: 2 阿、我曾呼求你、你~了我。
41: 4 我、~我．因為我得罪了你。
103: 3 一切罪孽、~你的一切疾病。
107:20 他發命~他們、救他們脫離死
箴 3: 8 這便~你的肚臍、滋潤你的百
16:24 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
傳 3: 3 ~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賽 3: 7 我不作~你們的人．因我家中
 6:10 裏明白、回轉過來、便得~。
19:22 又~、埃及人就歸向耶和華．
19:22 必應允他們的禱告、~他們。
30:26 ~他民鞭傷的日子、月光必像
53: 5 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
57:18 也要~他．又要引導他、使他
57:19 並且我要~他．這是耶和華說
58: 8 你所得的~、要速速發明．你
耶 3:22 我要~你們背道的病。看哪、
 6:14 們輕輕忽忽的~我百姓的損傷
 8:11 們輕輕忽忽的~我百姓的損傷
14:19 以致無法~呢．我們指望平安
15:18 為何無法~、不能痊癒呢．難
17:14 求你~我、我便痊癒．拯救我
30:12 你的損傷無法~、你的傷痕極
30:13 得以纏裹、你沒有~的良藥。
30:15 你的痛苦無法~、我因你的罪
33: 6 使城中的人得~．又將豐盛的

51: 9 我們想~巴比倫、他卻沒有治
哀 2:13 的裂口大如海、誰能~你呢。
結34: 4 你們沒有~、受傷的、你們沒
34:16 我必~．只是肥的壯的、我必
47: 8 水變甜。〔原文作得~下同〕
何 5:13 他卻不能~你們、不能治好你
 6: 1 也必~．他打傷我們、也必纏
 7: 1 我想~以色列的時候、以法蓮
11: 3 他們卻不知道是我~他們。
14: 4 我必~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
彌 1: 9 因為撒瑪利亞的傷痕無法~、
鴻 3:19 你的損傷無法~、你的傷痕極
亞11:16 不~受傷的、也不牧養強壯的
瑪 4: 2 其光線有~之能。〔光線原文
太 4:23 的福音、~百姓各樣的病症。
 8: 7 耶穌說、我去~他。
 9:35 國的福音、又~各樣的病症。
10: 1 趕逐污鬼、並~各樣的病症。
10: 8 ~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
12:22 耶穌就~他、甚至那啞巴又能
13:15 白、回轉過來、我就~他們。
17:16 門徒那裏、他們卻不能~他。
可 3: 2 在安息日~不醫治、意思是要
 3: 2 在安息日醫治不~、意思是要
路 4:23 你~自己吧．我們聽見你在迦
 5:15 來聽道、也指望~他們的病．
 5:17 與耶穌同在、使他能~病人。
 6:17 他講道、又指望~他們的病．
 6:18 有被污鬼纏磨的、也得了~。
 9: 1 制伏一切的鬼、~各樣的病。
 9: 2 去宣傳　神國的道、~病人。
 9:11 神國的道、~那些需醫的人。
10: 9 要~那城裏的病人、對他們說
約 4:47 求他下去~他的兒子．因為他
12:40 回轉過來、我就~他們。』
徒 4:29 ~疾病、並且使神蹟奇事、因
 5:16 四圍的城邑來、全都得了~。
 8: 7 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
28: 9 上其餘的病人、也來得了~。
28:27 回轉過來、我就~他們。』
雅 5:16 使你們可以得~。義人祈禱所
彼前 2:24 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

啟22: 2 子．樹上的葉子乃為~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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