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urse

神的医治计划

Section 6

在主祷⽂文中，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多⼈人没有得到
神的医治，是因为他们不能肯定神的⼼心意是要医治他们。他们相信别⼈人能得神的医治，
但可惜的是，他们往往不肯相信神的⼼心意是要叫他们得医治！
耶稣基督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衪的意思是「在地上
所发⽣生的，就如天⽗父在天上所成就的⼀一样。」根据启⽰示录21:4，在天上不再有眼泪、
死亡、悲哀、哭号、疼痛，亦不会再有疾病。
在得蒙神的医治之前，我们须先明⽩白，神看医治是有怎样的⼼心意和计划。神的⼼心意已
在祂的话语清楚显明出来，我们必须将⾃自⼰己或别⼈人对医治的经验放下。现在就让我们
看看神的话语！
在创世记1⾄至3章，我们看到⼈人按着神的形像被造，原本⼈人类是没有疾病的，疾病原不
是神造的，现在它却是⾝身体衰残⾄至死亡过程的⼀一部份。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身体
及灵魂)。」当⼈人陷在罪中，他就是被撒但所捆绑及俘虏，耶稣说:「盗贼(撒但)来，
⽆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约10:10)。因为撒但成为⼈人的主⼈人，⼈人的⾝身体就变得易受
影响⾄至⽣生病。
疾病是从撒但⽽而来，不是从神⽽而来的。
使徒⾏行传10:38--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
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路加福⾳音13:11-13--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
稣看⻅见，便叫过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路:13:16-17 -- 「况且这⼥女
⼈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但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耶稣
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神的能⼒力借着耶稣流露出来，不单完成天⽗父的⼯工作，更胜了管治这世界的撒但。神的
能⼒力和⼼心意，就是要将⼈人从撒但的压制及捆绑中释放过来。耶稣曾指出，疾病是撒但
的压制所造成的(「这⼥女⼈人……被撒但捆绑了这⼗十⼋八年」)，但患上疾病不等于我们⼀一
定是被撒但所侵占或操控。疾病可以是因邪灵⼊入侵我们所产⽣生。事实上，很多时候，
疾病都是撒但压制⼈人的⽅方式，为要攻击我们的⾝身体或思想。
耶稣为何要来到这个世界？
路加福⾳音14:18-19--「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
禧年。」
耶稣来为要使我们脱离撒但的捆绑、压制与权势。撒但已被击败，耶稣已捆绑撒但，
并已赐予我们奉耶稣的名捆绑撒但的权柄。 (请看⻢马太福⾳音12:28-30，18:18，所指的
是赦免罪或不赦免罪，捆绑撒但或不捆绑的撒但的真理。
约翰福⾳音10:10—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
（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在主祷⽂文中，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多⼈人没有得到
神的医治，是因为他们不像神的⼦子⺠民⼀一样的顺服神(申命记7:11-15, 28:1-14)。神应许
衪的⼦子⺠民会得着⼀一切的东⻄西—包括物质上的富⾜足、名誉、丰收、后裔，且在他们中间
再没有疾病(申命记7:15)。若他们不顺服神的律法，便会遇上贫困、疾病和死亡等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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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或惩罚。对世⼈人来说，旧约圣经中唯⼀一的困难就是⽆无⼈人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因此，
神赐下新约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基督，让世⼈人得到祂的祝福。
希伯来书8:6--「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
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神为⼈人类设⽴立了新约，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更美好的应许。
加拉太书3:11-14—「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
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
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
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
的圣灵。」

有疾病(申命记7:15)。若他们不顺服神的律法，便会遇上贫困、疾病和死亡等咀咒或
惩罚。对世⼈人来说，旧约圣经中唯⼀一的困难就是⽆无⼈人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因此，神
赐下新约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基督，让世⼈人得到祂的祝福。
希伯来书8:6--「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
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神为⼈人类设⽴立了新约，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更美好的应许。
加拉太书3:11-14—「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
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
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
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
的圣灵。」
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包括贫穷、与神分离、⾚赤贫、死亡及疾病，
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包括富⾜足、与神和好、丰盛、⽣生命与健康)，这些祝福是因靠
耶稣基督，并借我们信⼼心所赐下的。神给予我们⾃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决定⾃自⼰己所要的
东⻄西！
在旧约中，神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申命记
30:19-20)。拣选⽣生命福乐就是拣选顺服神的律法，神渴望我们得着祂所有的祝福。
在新约中，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神已经赐予我们所有的祝福。神盼望我们得着永远
健康与丰盛的⽣生命，这⼀一切已透过耶稣赐给我们了。我们可选择以信⼼心接受耶稣，或
是拒绝祂，以致受到责备，并失去神的祝福(约3:15-21)，因健康是在耶稣⾥里其中之⼀一
的祝福。
以赛亚书53:4-5--「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
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若我们⽤用希伯来⽂文的字典查看当中⼀一些词语，就会看到耶稣为我们在⼗十架上成就了⼀一
些重要事情，这些经⽂文常被引⽤用，说明耶稣在⼗十架上除去我们的罪孽，不单如此，耶
稣为我们成就的还有更多。
在第4节中，「忧患」⼀一词在希伯来⽂文意指--「病患、疾病、忧虑、病痛。」痛苦⼀一词
的意思为--「苦恼、折磨、悲痛、疼痛、忧伤」 ；在第5节中，「医治」⼀一词代表-「治愈、仿如医⽣生的医治、完全地康复。(要留意，这⾥里不是说，到医⽣生那⾥里得医
治，但却是说，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在旧约圣经所提神与⼈人⽴立的约中，神应许赐⼈人祝福或苦难。但在新约中，耶稣却使我
们的灵、魂、体完全健壮，正如主耶稣的祷⽂文，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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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上⼀一样。虽然在世界，环绕我们的事物不停地进⾏行，我们却不需要它们，因为在
基督⾥里我们是「在世界，⽽而不属世界」(看约翰福⾳音17:14-17)。
基督的⼤大能⼤大⼒力不单住在我们⾥里⾯面，祂更常为我们祈祷，叫恶者远离我们。
⻢马太福⾳音8:16-17 --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
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
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彼得前书2:24 -- 「他(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
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马太福⾳音9:5-7 -- 「或说:
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
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耶
稣指出赦罪与医治(魂和⾝身体)是可以⼀一起的，并且祂有权，能令两者都能作。
对真正相信神话语的⼈人来说，神已经赐予衪的教会医治的恩赐，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
宣告耶稣已将我们从撒但的压制中释放了我们的灵、魂、体，这是神所说的，我们可
以选择接受和相信，或者拒绝及不信神的话。若我们不信神的话，请不要说成「神今
天不会医治的，祂是在说谎话」；若我们不信神的话，也不可说为「就是我相信，神
今天也不会医治的」。今天，按照神的话语，对信的⼈人，神仍在世界各处不断地医治
⼈人。在拿撒勒，因为⼈人们的不信，耶稣所⾏行的神迹不多(⻢马太福⾳音14:58)。让我们的教
会及个⼈人不要存有半点不信的恶⼼心，让教会教导神的⼦子⺠民相信神所说的⼀一切话，并相
信耶稣基督对我们⼀一切的应许(福⾳音)。
⻢马可福⾳音16:15-18 --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
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雅各书:5:14 -16 --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
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
⼒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基督⾥里，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务要顺服神！上述的经⽂文是向
信徒说的。只要我们相信及按照神的话，为那些软弱的祷告，要叫他们得医治和赦免，
神必叫他起来，并且医治及赦免他们⼀一切的软弱与过犯。
⻢马可福⾳音11:22-24 --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
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
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
着。」 约翰福⾳音14:12-1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
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
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虽然有些信徒特别得
蒙圣灵所赐予的医治恩赐，但上述的经⽂文却是向所有基督徒说的，我们只要祈求、按
⼿手并期待得神的医治，或许我们未必⽴立时看⻅见结果，但那⼈人必会得到医治的。 (你说
出神的话那⼀一刻，医治在灵⾥里就已开始，同时间，物质世界亦随即出现改变。)这是
神的⼼心意叫⼈人得医治！耶稣把所有带到衪⾯面前的⼈人都医治好了，耶稣的事奉是完全的
顺服天⽗父。约翰福⾳音6:38 –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
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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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14:9-10 – 「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自⼰己的
事。」耶稣说天⽗父透过祂作⼀一切的医治及神迹让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一定是医治所
有寻求祂的⼈人。 (看使徒⾏行传5:16, 10:38; ⻢马太福⾳音4:23-24, 8:16-17, 9:35, 10:1,
12:15, 14:14, 14:34-36;路加福⾳音4:40) 因为拿撒勒⼈人的不信，耶稣只有在别处⾏行异能
及医治。 (⻢马太福⾳音13:58)。
我们要嘛就相信神能够并且已经医治我们(彼得前书2:24)，要嘛就不相信。我们凭信
⼼心靠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因此，疾病不能居住在我们⾥里⾯面。⼈人们相信神能赦免他们的
罪，却不相信神能医治他们的⾝身体，这是⼗十分叫⼈人费解的。我们怎知道神的旨意是要
我们得救的呢？对！答案就是根据神的话；我们怎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得医治的呢？
对！答案亦是根据神的话。若神不要我们得救，或不要我们得医治，那我们为何还要
为得救恩或医治祈祷呢？那只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神是不偏待⼈人的(看使徒⾏行传10:34-38, 罗⻢马书2:11, 以弗所书6:9, 及歌罗⻄西书3:25)！
神不希望只看到某些⼈人得救，其他⼈人不得救；同样，神不希望只看到某些⼈人得医治，
其他⼈人不得医治，根据神的话，救恩与医治是⾛走在⼀一起的。你可能⽴立时会问：「为什
么不是每个⼈人都得医治呢？」答案与「不是每个⼈人都能得救恩的事实」⼀一样，这是个
⼈人的抉择。事实上，有些⼈人选择宁愿继续患病，⽽而不愿意被医治；有些⼈人不信神会医
治他们；有些⼈人不知道神的应许和话语，不认识神的旨意；或不清楚他们在基督⾥里丰
富的礼物。
对疾病的错误观念
1. 疾病是罪的结果– 很多时候这是真的！忧虑、惊怕、罪疚都会带来疾病，然⽽而，
这不是必然的后果。按着神的应许(雅各书5:14-15)，就算疾病是因罪⽽而起，只要
各⼈人愿意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罪是可被赦免，疾病亦会得到医治。
疾病能带给神荣耀– 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四福⾳音书及使徒⾏行传中，当⼈人得医治或释放
后，神往往得着荣耀，疾病是从撒但⽽而来的，疾病不能带给神荣耀，但是当⼈人从撒但
捆绑中得释放后，荣耀便归予神。
疾病不是神洁净或管教我们的⽅方法– 为要救赎我们，耶稣承受了律法的咀咒或刑
罚–包括疾病。若神要教导我们，祂要⽤用的⽅方法不是叫我们⾛走上街头，被⻋车撞倒
；神亦不会⽤用癌病或⼼心脏病要我们学某些功课。诚然，在这些困境中，当我们恳
切寻求神时，祂必会看顾及让我们有所学习。
神教导我们的⽅方法，是⽤用祂⾃自⼰己的话语。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
了。」(约翰福⾳音15:3) 我们绝不会折断孩⼦子的⼿手臂，当作管教他的⽅方法！我们却会指
导他们，同样地，神亦以祂的话指导我们。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
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约翰⼀一书5:18)疾病必不能在我们中
间停留。
然⽽而，若我不顺服神，就等于我拣选离开神的保护，并容让撒但伤害我⾃自⼰己。神让疾
病临到不顺服衪的⼈人⾝身上，⽽而那些顺服衪的⼈人，神会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耶稣基督
已救赎我们脱离⼀一切咀咒或不顺服神的刑罚，包括疾病、贫穷及第⼆二次的死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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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的话语指教，知道神不能被恶所试探，并且我们能抵挡撒但所加害于我们的疾病。
若因我们的罪或缺乏节制(如过度⼯工作、放纵私欲、负⾯面思想等)导致疾病出现，只要
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过犯，并接受神的赦免及胜过试探的能⼒力，我们必会得医治。
2.

疾病是缺乏信⼼心的结果！这看法未必是对的，的确很多⼈人不相信神的医治，
然⽽而，久病未愈的原因，是⼈人们不认识神医治的旨意及能⼒力，他们需要寻求及
默想神医治的应许，那就是按照神的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礼物。

那么约伯⼜又如何？约伯经历了所有由撒但⽽而来的灾祸，神不是容让那些灾祸发⽣生的吗？
对，且神没有作出任何干预，因为约伯选择恐惧，⽽而没有选择信⼼心。 「因我所恐惧
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 (约伯记3:25)。约伯因惧怕便容让撒但攻击与掳
掠他，他受的苦虽⻓长达九个⽉月，但却不是⼀一⽣生。然⽽而，我们要留意第42章，当约伯认
罪悔改并为他的朋友祷告祝福时，「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
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记42:10)，神医治约伯并赐他财
富是原先的双倍，且从撒但的压制中释放了他。 「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约伯记42:1617)
保罗的刺⼜又怎样说呢(哥林多后书12:7-9)？神的话清楚指明「那根刺就是撒但的差
役」，⽽而不是疾病(7节)。有些⼈人认为那根刺是某种⾝身体的病患或残疾(看加拉太书
4:13-14，请注意加拉太是保罗抵达路司得后第⼀一个到的地⽅方) 。但我却相信那根刺是
指撒但的差役，它触动迫害，以致保罗到达路司得后，被⼈人⽤用⽯石头击打(使徒⾏行传
14:19-22)。逼迫的结果是苦难，那根刺是指撒但的差役，⽽而⾮非病患或残疾。我们知
道主指⽰示保罗，他必须为耶稣的名受许多的苦难(使徒⾏行传9:16)。他到的每处地⽅方，
都被撒但煽动的⼈人所击打，且遭逼迫受苦。在约书亚记23:13，神告诉约书亚，若以
⾊色列不继续爱神，那么迦南⼈人便会成为以⾊色列⼈人「眼中的刺」。 (同样的讯息在⺠民数
记33:55及以⻄西结书28:24亦有出现) 在保罗为基督所受的苦难中，他列出的不包括任
何疾病，全都是为了基督⽽而遭受的迫害及磨难(看哥林多后书6:4-10, 11:23-27)。神没
有从保罗移除撒但的差役(那根刺)，因为撒但的⽇日⼦子要待基督再来时才终结，保罗祷
告神除去撒但，但神未有允许他的祷告，直⾄至神所预定的时候到了为⽌止。然⽽而，神应
许保罗衪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因为神的能⼒力⾜足以战胜魔⻤⿁鬼。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4:7) 我们不能以保罗的「刺」
为借⼝口，叫我们容忍疾病的，因为保罗的刺是否视为疾病的确存疑！更不要让我们以
保罗的刺成为借⼝口，叫我们不信神医治我们、赐我们健康的旨意。要知道我们的模
范–主耶稣–是从不病倒。
什么东⻄西能医治呢？神的话语有医治的⼤大能… 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得到神
医治的途径。诗篇107:20「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箴⾔言4:20-22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如何祈祷得到神的医治
1. 渴望得到医治;
2. 寻求神给你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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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信神的话语;
4. 按着神的话祷告;
5. 感谢神，因你接受衪给你的医治(⻢马可福⾳音11:24);
6. 承认神所应许的话，⽽而⾮非你的感觉及眼所⻅见到的。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
未⻅见之事的确据。」你对神话语的信⼼心就是你医治的实体及确据，这信⼼心会助你
看⻅见及感到你⾝身体的医治。按照着神的话，你会看到医治！赞美及荣耀神罢！你
可继续感谢和赞美神，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7. 既已得医治，就要做你⽇日常所作的，并要过正常的⽣生活。

圣经中有关医治的应许
1. 医治…由耶稣的受难和牺牲所带来的
•
•
•
•
•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
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
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4-5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
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
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8:16-17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
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24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
⽊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3:13
按照申命记28:15-22, 27-29, 35-1, 所有疾病及病患都是律法的咀咒，但感谢
神，按照加拉太书3:13的教导，基督已救赎了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2. 医治…仍⽗父神的旨意
•
•

•
•
•
•
•

▪
▪

「…因为我─ 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埃及记15:26
「你们要事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
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出埃
及记23:25-26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历代志下16:9
「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棚。…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
显明给他。」诗篇91:10, 16
「我在急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
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 」诗篇102:2-3
「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篇107:20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
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赛亚书55:11「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
⼥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馬太福⾳音7:11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1:17
「有⼀一个⻓长⼤大⿇麻疯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疯⽴立刻就洁净了。」⻢马太福⾳音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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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对⾃自⼰己的形容是：「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
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翰福⾳音6:38) 耶稣在地上⾏行的⼀一切，是要按天⽗父的
意思⾏行，衪将⽗父神的⼼心意⾏行出来，若想知道⽗父神的⼼心意，就该看看耶稣所作的。

3. 医治…耶稣的⼯工作
•
•
•
•
•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
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使徒⾏行传10 :38
⼀一个安慰⼈人⼼心的事实：虽然撒但是压迫者，但基督却是医治者。 「盗贼来，⽆无⾮非
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
10:10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马太福⾳音9:35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吧、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
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至众⼈人都希奇；因为看⻅见哑吧说话，残疾的痊愈，
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马太福⾳音15:30-31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

4. 医治…教会的事⼯工
•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
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12
•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
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16:15, 17-18
•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
免。」雅各书5:14-15
• 「亲爱的兄弟阿，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
三书2
5.
医治…神在⾥里⾯面的⼯工作
•

「⼩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
上的更⼤大。」约翰⼀一书4:4
6.医治…信⼼心的果效
•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
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马可福⾳音11: 23
7.
医治…信⼼心的祷告
•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
着。」⻢马可福⾳音11:24
不再有眼淚、死亡、悲哀、哭號、疼痛，也不再有疾病。

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疼痛，也不再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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