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urse

神的醫治計劃

Section 6

神的醫治計劃
在主禱⽂文中，我們禱告:「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多⼈人沒有得到神的
醫治，是因為他們不能肯定神的⼼心意是要醫治他們。他們相信別⼈人能得神的醫治，但可
惜的是，他們往往不肯相信神的⼼心意是要叫他們得醫治！
耶穌基督禱告「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時候，衪的意思是「在地上所
發⽣生的，就如天⽗父在天上所成就的⼀一樣。︒」根據啟⽰示錄21:4，在天上不再有眼淚、死
亡、悲哀、哭號、疼痛，亦不會再有疾病。
在得蒙神的醫治之前，我們須先明⽩白，神看醫治是有怎樣的⼼心意和計劃。神的⼼心意已在
祂的話語清楚顯明出來，我們必須將⾃自⼰己或別⼈人對醫治的經驗放下。︒現在就讓我們看看
神的話語！
在創世記1⾄至3章，我們看到⼈人按着神的形像被造，原本⼈人類是沒有疾病的，疾病原不是
神造的，現在它卻是⾝身體衰殘⾄至死亡過程的⼀一部份。「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身體及靈
魂)。」當⼈人陷在罪中，他就是被撒但所捆綁及俘虜，耶穌說:「盜賊(撒但)來，無⾮非要
偷竊，殺害，毀壞」(約10:10)。因為撒但成為⼈人的主⼈人，⼈人的⾝身體就變得易受影響⾄至
⽣生病。
疾病是從撒但⽽而來，不是從神⽽而來的。
使徒⾏行傳10:38--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
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與他同在。」
路加福⾳音13:11-13-- 「有⼀一個⼥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彎得⼀一點直不起來。耶
穌看⾒見，便叫過他來，對他說:「⼥女⼈人，你脫離這病了！」路:13:16-17 -- 「況且這⼥女
⼈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他的綁嗎﹖耶穌說
這話，他的敵⼈人都慚愧了︔；眾⼈人因他所⾏行⼀一切榮耀的事，就都歡喜了。」
神的能⼒力藉着耶穌流露出來，不單完成天⽗父的⼯工作，更勝了管治這世界的撒但。神的能
⼒力和⼼心意，就是要將⼈人從撒但的壓制及捆綁中釋放過來。耶穌曾指出，疾病是撒但的壓
制所造成的(「這⼥女⼈人……被撒但捆綁了這⼗十⼋八年」)，但患上疾病不等於我們⼀一定是被撒
但所侵佔或操控。疾病可以是因邪靈⼊入侵我們所產⽣生。︒事實上，很多時候，疾病都是撒
但壓制⼈人的⽅方式，為要攻擊我們的身體或思想。
耶穌為何要來到這個世界？
路加福⾳音14:18-19--「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
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
年。」
耶穌來為要使我們脫離撒但的捆綁、壓制與權勢。撒但已被擊敗，耶穌已捆綁撒但，並
已賜予我們奉耶穌的名捆綁撒但的權柄。(請看⾺馬太福⾳音12:28-30，18:18，所指的是
赦免罪或不赦免罪，捆綁撒但或不捆綁的撒但的真理。
約翰福⾳音10:10—耶穌說:「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
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在主禱⽂文中，我們禱告:「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多⼈人沒有得到神的
醫治，是因為他們不像神的⼦子⺠民⼀一樣的順服神(申命記7:11-15, 28:1-14)。神應許衪
的⼦子民會得着⼀一切的東西--包括物質上的富⾜足、名譽、豐收、後裔，且在他們中間再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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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疾病(申命記7:15)。若他們不順服神的律法，便會遇上貧困、疾病和死亡等咀咒或懲
罰。對世⼈人來說，舊約聖經中唯⼀一的困難就是無⼈人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因此，神賜下
新約的應許，就是主耶穌基督，讓世⼈人得到祂的祝福。
希伯來書8:6--「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
更美之應許⽴立的。」
神為⼈人類設⽴立了新約，藉着耶穌基督賜給我們更美好的應許。
加拉太書3:11-14--「沒有⼀一個⼈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的；因為經上說，
義⼈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說:⾏行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為我們受
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着: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這便
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着所應許的聖靈。」
耶穌在⼗十字架上代替我們受了律法的咒詛，包括貧窮、與神分離、⾚赤貧、死亡及疾病，
讓我們得到神的祝福，包括富⾜足、與神和好、豐盛、⽣生命與健康)，這些祝福是因靠耶穌
基督，並藉我們信⼼心所賜下的。神給予我們⾃自由的意志，讓我們決定⾃自⼰己所要的東⻄西！
在舊約中，神說:「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申命記
30:19-20)。揀選⽣生命福樂就是揀選順服神的律法，神渴望我們得着祂所有的祝福。
在新約中，藉着耶穌的死和復活，神已經賜予我們所有的祝福。神盼望我們得着永遠健
康與豐盛的⽣生命，這⼀一切已透過耶穌賜給我們了。我們可選擇以信⼼心接受耶穌，或是拒
絕祂，以致受到責備，並失去神的祝福(約3:15-21)，因健康是在耶穌裡其中之⼀一的祝
福。
以賽亞書53:4-5--「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
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
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若我們⽤用希伯來⽂文的字典查看當中⼀一些詞語，就會看到耶穌為我們在⼗〸十架上成就了⼀一些
重要事情，這些經⽂文常被引⽤用，說明耶穌在⼗〸十架上除去我們的罪孽，不單如此，耶穌為
我們成就的還有更多。
在第4節中，「憂患」⼀一詞在希伯來⽂文意指--「病患、疾病、憂慮、病痛。」痛苦⼀一詞的
意思為--「苦惱、折磨、悲痛、疼痛、憂傷」；在第5節中，「醫治」⼀一詞代表--「治
癒、仿如醫⽣生的醫治、完全地康復。(要留意，這裡不是說，到醫⽣生那裡得醫治，但卻是
說，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在舊約聖經所提神與⼈人⽴立的約中，神應許賜⼈人祝福或苦難。但在新約中，耶穌卻使我們
的靈、魂、體完全健壯，正如主耶穌的禱⽂文，我們靠着耶穌基督在地上⽣生活，如同在天
上⼀一樣。雖然在世界，環繞我們的事物不停地進⾏行，我們卻不需要它們，因為在基督裡
我們是「在世界，⽽而不屬世界」(看約翰福⾳音17:14-17)。
基督的⼤大能⼤大⼒力不單住在我們裡⾯面，祂更常為我們祈禱，叫惡者遠離我們。
⾺馬太福⾳音8:16-17 -- 「到了晚上，有⼈人帶着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
就把⻤⿁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他代替我
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
彼得前書2:24 -- 「他(耶穌)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
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馬太福⾳音9:5-7 -- 「或說:
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那⼀一樣容易呢﹖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
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耶穌指出赦
罪與醫治(魂和⾝身體)是可以⼀一起的，並且祂有權，能令兩者都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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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真正相信神話語的⼈人來說，神已經賜予衪的教會醫治的恩賜，我們只要奉耶穌的名，
宣告耶穌已將我們從撒但的壓制中釋放了我們的靈、︑魂、︑體，這是神所說的，我們可以
選擇接受和相信，或者拒絕及不信神的話。︒若我們不信神的話，請不要說成「神今天不
會醫治的，祂是在說謊話」︔；若我們不信神的話，也不可說為「就是我相信，神今天也
不會醫治的」。︒今天，按照神的話語，對信的⼈人，神仍在世界各處不斷地醫治⼈人。在拿
撒勒，因為⼈人們的不信，耶穌所⾏行的神蹟不多(⾺馬太福⾳音14:58)。讓我們的教會及個⼈人
不要存有半點不信的惡⼼心，讓教會教導神的⼦子⺠民相信神所說的⼀一切話，並相信耶穌基督
對我們⼀一切的應許(福⾳音)。
⾺馬可福⾳音16:15-18 --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
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着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
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雅各
書:5:14-16 --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
油抹他，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
赦免。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
有功效的。」在基督裡，我們得稱為義！我們務要順服神！上述的經⽂文是向信徒說的。
只要我們相信及按照神的話，為那些軟弱的禱告，要叫他們得醫治和赦免，神必叫他起
來，並且醫治及赦免他們⼀一切的軟弱與過犯。
⾺馬可福⾳音11:22-24 -- 「耶穌回答說:你們當信服神。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
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約
翰福⾳音14:12-1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
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
⼦子得榮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我必成就。」雖然有些信徒特別得蒙聖靈所賜予的
醫治恩賜，但上述的經⽂文卻是向所有基督徒說的，我們只要祈求、按⼿手並期待得神的醫
治，或許我們未必⽴立時看⾒見結果，但那⼈人必會得到醫治的。(你說出神的話那⼀一刻，醫治
在靈裡就已開始，同時間，物質世界亦隨即出現改變。)這是神的⼼心意叫⼈人得醫治！耶穌
把所有帶到衪⾯面前的⼈人都醫治好了，耶穌的事奉是完全的順服天⽗父。︒約翰福⾳音6:38 –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約翰福⾳音14:9-10 – 「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嗎﹖
⼈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
你不信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裡⾯面的⽗父作他⾃自⼰己的
事。︒」耶穌說天⽗父透過祂作⼀一切的醫治及神蹟讓我們都知道，神的旨意⼀一定是醫治所有
尋求祂的⼈人。︒(看使徒⾏行傳5:16, 10:38; ⾺馬太福⾳音4:23-24, 8:16-17, 9:35, 10:1,
12:15, 14:14, 14:34-36; 路加福⾳音4:40) 因為拿撒勒⼈人的不信，耶穌只有在別處⾏行
異能及醫治。(⾺馬太福⾳音13:58)。
我們要嘛就相信神能夠並且已經醫治我們(彼得前書2:24)，要嘛就不相信。我們憑信⼼心
靠基督成為神的兒⼥女，因此，疾病不能居住在我們裡⾯面。⼈人們相信神能赦免他們的罪，
卻不相信神能醫治他們的⾝身體，這是⼗十分叫⼈人費解的。我們怎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們得
救的呢？對！答案就是根據神的話；我們怎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們得醫治的呢？對！答
案亦是根據神的話。若神不要我們得救，或不要我們得醫治，那我們為何還要為得救恩
或醫治祈禱呢？那只不過是浪費時間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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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不偏待⼈人的(看使徒⾏行傳10:34-38, 羅⾺馬書2:11, 以弗所書6:9, 及歌羅⻄西書
3:25)！神不希望只看到某些⼈人得救，其他⼈人不得救；同樣，神不希望只看到某些⼈人得
醫治，其他⼈人不得醫治，根據神的話，救恩與醫治是⾛走在⼀一起的。你可能⽴立時會問：「為
甚麼不是每個⼈人都得醫治呢？」答案與「不是每個⼈人都能得救恩的事實」⼀一樣，這是個
⼈人的抉擇。事實上，有些⼈人選擇寧願繼續患病，⽽而不願意被醫治；有些⼈人不信神會醫治
他們；有些⼈人不知道神的應許和話語，不認識神的旨意；或不清楚他們在基督裡豐富的
禮物。
對疾病的錯誤觀念
1.

疾病是罪的結果 – 很多時候這是真的！憂慮、驚怕、罪疚都會帶來疾病，然
⽽而，這不是必然的後果。按着神的應許(雅各書5:14-15)，就算疾病是因罪⽽而
起，只要各⼈人願意彼此認罪，互相代求，罪是可被赦免，疾病亦會得到醫治。

疾病能帶給神榮耀 – 這是完全錯誤的！在四福⾳音書及使徒⾏行傳中，當⼈人得醫治或釋
放後，神往往得着榮耀，疾病是從撒但⽽而來的，疾病不能帶給神榮耀，但是當⼈人從
撒但捆綁中得釋放後，榮耀便歸予神。
疾病不是神潔淨或管教我們的⽅方法 – 為要救贖我們，耶穌承受了律法的咀咒或刑罰–
包括疾病。若神要教導我們，祂要⽤用的⽅方法不是叫我們⾛走上街頭，被⾞車撞倒︔；神亦不會
⽤用癌病或⼼心臟病要我們學某些功課。︒誠然，在這些困境中，當我們懇切尋求神時，祂必
會看顧及讓我們有所學習。
神教導我們的⽅方法，是⽤用祂⾃自⼰己的話語。「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
了。」(約翰福⾳音15:3) 我們絕不會折斷孩⼦子的⼿手臂，當作管教他的⽅方法！我們卻會指導
他們，同樣地，神亦以祂的話指導我們。︒「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約翰⼀一書5:18)疾病必不能在我們中間停留。
然⽽而，若我不順服神，就等於我揀選離開神的保護，並容讓撒但傷害我⾃自⼰己。神讓疾病
臨到不順服衪的⼈人身上，⽽而那些順服衪的⼈人，神會保守他們的身體健康。︒耶穌基督已救
贖我們脫離⼀一切咀咒或不順服神的刑罰，包括疾病、︑貧窮及第⼆二次的死亡。︒我們被神的
話語指教，知道神不能被惡所試探，並且我們能抵擋撒但所加害於我們的疾病。︒若因我
們的罪或缺乏節制(如過度⼯工作、放縱私慾、負⾯面思想等)導致疾病出現，只要我們在神
⾯面前承認過犯，並接受神的赦免及勝過試探的能⼒力，我們必會得醫治。
2.

疾病是缺乏信⼼心的結果！這看法未必是對的，的確很多⼈人不相信神的醫治，然⽽而，
久病未癒的原因，是⼈人們不認識神醫治的旨意及能⼒力，他們需要尋求及默想神醫治
的應許，那就是按照神的話，藉着耶穌基督已經賜給我們的禮物。

那麼約伯⼜又如何？約伯經歷了所有由撒但⽽而來的災禍，神不是容讓那些災禍發⽣生的嗎？
對，且神沒有作出任何干預，因為約伯選擇恐懼，⽽而沒有選擇信⼼心。「因我所恐懼的臨
到我⾝身，我所懼怕的迎我⽽而來」 (約伯記3:25)。約伯因懼怕便容讓撒但攻擊與擄掠他，
他受的苦雖⻑⾧長達九個⽉月，但卻不是⼀一⽣生。然⽽而，我們要留意第42章，當約伯認罪悔改並
為他的朋友禱告祝福時，「約伯為他的朋友祈禱。耶和華就使約伯從苦境轉回，並且耶
和華賜給他的⽐比他從前所有的加倍」(約伯記42:10)，神醫治約伯並賜他財富是原先的
雙倍，且從撒但的壓制中釋放了他。「此後，約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得⾒見他的兒孫，
直到四代。這樣，約伯年紀⽼老邁，⽇日⼦子滿⾜足⽽而死。」(約伯記4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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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Section 6
保羅的刺⼜又怎樣說呢(哥林多後書12:7-9)？神的話清楚指明「那根刺就是撒但的差
役」，⽽而不是疾病(7節)。有些⼈人認為那根刺是某種⾝身體的病患或殘疾 (看加拉太書
4:13-14，請注意加拉太是保羅抵達路司得後第⼀一個到的地⽅方) 。但我卻相信那根刺是
指撒但的差役，牠觸動迫害，以致保羅到達路司得後，被⼈人⽤用⽯石頭擊打(使徒⾏行傳
14:19-22)。逼迫的結果是苦難，那根刺是指撒但的差役，⽽而⾮非病患或殘疾。我們知道
主指⽰示保羅，他必須為耶穌的名受許多的苦難(使徒⾏行傳9:16)。他到的每處地⽅方，都被
撒但煽動的⼈人所擊打，且遭逼迫受苦。在約書亞記23:13，神告訴約書亞，若以⾊色列不
繼續愛神，那麼迦南⼈人便會成為以⾊色列⼈人「眼中的刺」。(同樣的訊息在⺠民數記33:55及
以⻄西結書28:24亦有出現) 在保羅為基督所受的苦難中，他列出的不包括任何疾病，全
都是為了基督⽽而遭受的迫害及磨難(看哥林多後書6:4-10, 11:23-27)。神沒有從保羅
移除撒但的差役(那根刺)，因為撒但的⽇日⼦子要待基督再來時才終結，保羅禱告神除去撒
但，但神未有允許他的禱告，直⾄至神所預定的時候到了為⽌止。然⽽而，神應許保羅衪的恩
典是夠他⽤用的，因為神的能⼒力⾜足以戰勝魔鬼。︒「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
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各書4:7) 我們不能以保羅的「刺」為藉⼝口，叫我們容忍
疾病的，因為保羅的刺是否視為疾病的確存疑！更不要讓我們以保羅的刺成為藉⼝口，叫
我們不信神醫治我們、賜我們健康的旨意。要知道我們的模範–主耶穌–是從不病倒。
甚麼東⻄西能醫治呢？神的話語有醫治的⼤大能… 我們相信神的話語，就是我們得到神醫治
的途徑。詩篇107:20「他發命醫治他們，救他們脫離死亡。」箴⾔言4:20-22 -- 「我
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詞，側⽿耳聽我的話語，都不可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心中。因為
得著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
如何祈禱得到神的醫治
1.
2.
3.
4.
5.
6.

7.

渴望得到醫治;
尋求神給你的話語;
相信神的話語;
按着神的話禱告;
感謝神，因你接受衪給你的醫治(⾺馬可福⾳音11:24);
承認神所應許的話，⽽而⾮非你的感覺及眼所⾒見到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
⾒見之事的確據。」你對神話語的信⼼心就是你醫治的實體及確據，這信⼼心會助你看⾒見
及感到你⾝身體的醫治。按照着神的話，你會看到醫治！讚美及榮耀神罷！你可繼續
感謝和讚美神，因耶穌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既已得醫治，就要做你⽇日常所作的，並要過正常的⽣生活。

聖經中有關醫治的應許
1.
▪
▪
▪
▪

醫治…由耶穌的受難和犧牲所帶來的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
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以賽亞書53:4-5
「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
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
當我們的疾病。」⾺馬太福⾳音8:16-17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得前書2:24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
上都是被咒詛的。」加拉太書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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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Section 6
▪ 按照申命記28:15-22, 27-29, 35-1, 所有疾病及病患都是律法的咀咒，但感謝神，
按照加拉太書3:13的教導，基督已救贖了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
2.
▪
▪

▪
▪
▪
▪
▪
▪
▪
▪
▪

3.
▪
▪
▪
▪

▪
4.

醫治…仍⽗父神的旨意
「…因為我 ─ 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埃及記15:26
「你們要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他必賜福與你的糧與你的⽔水，也必從你們中間除去
疾病。你境內必沒有墜胎的，不⽣生產的。︒我要使你滿了你年⽇日的數⽬目。︒」出埃及記
23:25-26
「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歷代誌下16:9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
給他。」詩篇91:10, 16
「我在急難的⽇日⼦子，求你向我側⽿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應允我！
因為，我的年⽇日如煙雲消滅；我的⾻骨頭如⽕火把燒著。」詩篇102:2-3
「他發命醫治他們，救他們脫離死亡。」詩篇107:20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
事上必然亨通。」以賽亞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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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
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各書1:17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耶穌伸⼿手摸他，說：我
肯，你潔淨了吧！他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馬太福⾳音8:2-3
耶穌對⾃自⼰己的形容是：「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
差我來者的意思⾏行。」(約翰福⾳音6:38) 耶穌在地上⾏行的⼀一切，是要按天⽗父的意思
⾏行，衪將⽗父神的⼼心意⾏行出來，若想知道⽗父神的⼼心意，就該看看耶穌所作的。
醫治…耶穌的⼯工作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
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與他同在。」使徒⾏行傳10:38
⼀一個安慰⼈人⼼心的事實：雖然撒但是壓迫者，但基督卻是醫治者。「盜賊來，無⾮非要偷
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10:10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馬
太福⾳音9:35
「有許多⼈人到他那裡，帶著瘸⼦子、瞎⼦子、啞吧、有殘疾的，和好些別的病⼈人，都放在
他腳前︔；他就治好了他們。︒至眾⼈人都希奇︔；因為看⾒見啞吧說話，殘疾的痊癒，瘸⼦子⾏行
⾛走，瞎⼦子看⾒見，他們就歸榮耀給以⾊色列的神。︒」⾺馬太福⾳音15:30-31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希伯來書13:8
醫治…教會的事⼯工

▪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12
▪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
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馬可福⾳音16:15,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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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Section 6
▪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
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
各書5:14-15
▪ 「親愛的兄弟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約翰三書
2
5.
▪

6.
▪

7.
▪

醫治…神在裡⾯面的⼯工作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
更⼤大。」約翰⼀一書4:4
醫治…信⼼心的果效
「我實在告訴你們，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
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馬可福⾳音11:23
醫治…信⼼心的禱告
「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馬可福⾳音11:24

不再有眼淚、死亡、悲哀、哭號、疼痛，也不再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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