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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2021 主日信息：疾病的來源與耶蘇基督的醫治—賴天賜牧師】 

經文：申 28:15、20-22、27-28、35、58-61、诗 107:17-20、103:3-4...... 

弟兄姐妹們平安！感謝主！好久沒有看見弟兄姐妹了，今天有機會來跟弟兄姐妹分享這篇信息，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疾病的來源與耶穌基督的醫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題目，我們發

現，今天無論是在台灣，無論是在什麼地方，如果我問弟兄姐妹，你們身體健壯，完全沒有毛病

的舉手看看，幾乎看不到一個人舉手。可以說身體完全健康的人，幾乎是很少。為什麼？因為這

個世代已經是越來越糟糕，我們吃的東西，我們吸收的空氣，我們的生活習慣，還有這些高科技

的壓力，會造成我們身體種種的問題，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疾病的來源，到底我

們為什麼會生病？還有，我們生了病以後，除了這些藥物以外，除了醫生以外，很多疾病是藥物

跟醫生都沒有辦法，弄不清楚的，因為我們每個人的身體，都跟別人的身體不一樣，很複雜，所

以我們都需要神來幫助我們。從聖經裡面我們看見，耶穌基督無論祂到那一個村莊去，祂到各城

各鄉去傳天國的福音，祂教訓百姓並且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我們發現耶穌所到的地方，人們都

擁擠到主的面前，為什麼？因為耶穌就施展神兒子有聖靈恩膏在祂身上的醫治大能。我們可以

說，凡是到耶穌面前的人，沒有一個人得不到醫治的。這是主奇妙的醫治大能。我們要從聖經裡

面來看，到底我們人為什麼會生病？ 

 

1 .  疾病的來源 The Source of sickness: 

這裡我們看見，咒詛和罪，這個會帶下疾病；另外，我們也看到仇敵的攻擊，就好像約伯，在聖

經裡面告訴我們說：約伯在東方是一個完全正直，非常棒的一個好人，一個遵循神律法的人。 那

麼，為什麼約伯也會遭到七年渾身都生瘡，從頭頂一直到腳底呢？原因就是，我們發現約伯裡面

還是有驕傲，他有自義在裡頭，所以就會給仇敵找到破口，來攻擊他，所以撒旦就可以攻擊他。

另外我們人會生病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違背了自然律；自然律就是我們要晚上睡覺，然後白天工

作。但是今天我們的人常常都不是晚上睡覺，白天工作，常常反常，甚至超時的工作，把身體弄

累了，我們就違背了神的自然律。我們應該冬天要多穿一點衣服，夏天要少穿一點衣服，但是我

們違背了這個自然律的時候，我們自然就會傷風感冒。還有今天的細菌，像這次的 Covid ，就造

成許多人被感染，這種環境造成的疾病也是讓人生病。還有聖經也告訴我們，有一種情形就是彰

顯神的榮耀的時候，有的時候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有人會生病。就好像那一個瞎眼的人，人家問

耶穌說：主啊，這個瞎眼的人，到底是他父母親犯罪呢？還是這個瞎子他本身犯罪了呢？耶穌說

都不是，乃是要在他身上來彰顯神的榮耀。所以我們可以發現疾病的來源，除了咒詛和罪，還有

仇敵的攻擊、違背自然律、彰顯神的榮耀之外，還有許多可以說是我們自己缺少知識，缺少常

識。聖經告訴我們說：我的名因為缺少知識而滅亡。缺少知識是什麼？就是說有危險的地方你不

應該去的，那裡有傳染病發生了，你就正好到那里去，你也不離開，你自己以為你很有信心。這

樣我們就缺少知識，我們就被疾病感染，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们从申命记 28章 15节来看： 

【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以下

的咒詛都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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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節聖經告訴我們什麼？告訴我們說，如果我們沒有聽從神的話，沒有遵循神的律例、典章，

這是對神的百姓說的，這以下的咒詛就要追隨你，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們從聖經看見，申

命記的 28章從第 1節到 14 節，都是講到如果我們聽從神的話，以下的祝福要臨到我們。這個 14

節聖經裡面講到許多的祝福，都是我們很願意的，我非常歡喜，我們常常讀這 14 節的聖經，就是

我們要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從 15節，一直到 68節，都是講到如果我們沒有聽從神的話，以下的

咒詛就要臨到我們。剛才我們所讀的 15節告訴我們，以下的咒詛，我現在要把這以下的咒詛，從

16節開始一直到 62節，裡面關於我們身體会遭到咒詛而產生的疾病列出來，讓我們可以警惕。

如果我們沒有聽從神的話，我們按照我們自己的喜好來行事為人的話，以下的咒詛會是什麼樣的

咒詛呢？我們就來讀一下，申命記 28章 20節到 22節: 

 

【耶和華因你行惡離棄他，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使咒詛，擾亂，責罰臨到你，直到你被

毀滅，速速地滅亡。耶和華必使瘟疫貼在你身上，直到他將你從所進去得為業的地上滅絕。耶和

華要用癆病、熱病、火症、瘧疾、刀劍、旱風（或作：乾旱）、黴爛攻擊你。這都要追趕你，直

到你滅亡 】 

 

我们看见这是不是非常的可怕？如果我们离弃神，我们去行恶的话，我们的事情都不顺利，而且

咒诅和扰乱就会临到。特别是说神可以使瘟疫贴在我们身上，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

剑、旱风种种..... 接下去，我们看 27节到 28节，还有 35节； 【耶和華必用埃及人的瘡並痔

瘡，牛皮癬，與疥攻擊你，使你不能醫治。耶和華必用癲狂，眼瞎，心驚攻擊你。耶和華必攻擊

你，使你膝上腿上，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無法醫治】 

 

這種 Cancer（癌症），是皮膚的 Cancer （癌症），非常非常的可怕。這說到我們若不聽神的

話，這些東西可以臨到我們身上。我們在來看 28章的 58節到 61節；【這書上所寫律法的一切話

是叫你敬畏耶和華你神可榮可畏的名。你若不謹守遵行，耶和華就必將奇災，就是至大至長的

災，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後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懼怕，埃及人的病都臨到你，貼在你身

上，又必將沒有寫在這律法書上的各樣疾病，災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滅亡 】 

 

我們看見，如果我們不敬畏耶和華，不敬畏祂的名，也不謹守的話，這裡說神要把這個奇災，甚

至很大很長的災，很重很久的災，加在你和你後裔的身上。不但是加在我們身上，甚至是連我們

的後裔都會有這種遺傳。當你得了這個病以後，如果你的後代又不認識神，又離棄神的話，那麼

這個就會傳到下一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今天我們在看醫生的時候，醫生一定會問你說：你現

在是高血壓，你父母親是不是也是高血壓？又沒中風？你家裡有沒有人是癌症啊？馬上醫生就問

你上一代的事情，是不是有這個情形。這就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聽從神的話，不但我們這一代

會遭殃，甚至我們的下一代也會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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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我們會因著我們不順從神的話，得了病以後神也不在醫治我們的時候，那我們就慘了！

因為你繼續在罪惡中，你沒有悔改，沒有轉向神的話，那以下的這些災病，聖經說都會臨到我們

身上。所以我們讀申命記 28章的時候，不要只讀第 1節到 14節，我們要從 15節到 68節好好的

讀一下，然後我們生病的時候我們馬上要檢討，我這個病到底是怎麼樣？我為什麼會生這個病？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難道是因為我不聽從神的話？我違背了神的話？是我故意的？或者是環境的

水源有問題？或者空氣有問題？我還是要住在那個環境當中，我不願意搬家，那你自然就會遭到

環境的污染，這就是我們缺少知識，我們就會得這樣的疾病。所以我們再生病的時候，我們要從

聖經真理來檢討我們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在神的面前，神可以認為我們這樣的生活是 OK的，還是

我們就想活在我們自己想要的生活環境中，不管神的話怎麼說，我們不理神的話，那我們的問題

就大了，所以我們要非常的小心。 

 

2. 在聖經中頭一個醫治釋放的應許：   條件和結果。The first promise of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in the Bible: requirement and result 

 

出 Exodus15:26  ；【又說、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心聽我的

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 耶和華拉法 】 

 

這節聖經我們好好的來思考一下；這裡說，如果我們留心聽神的話，又看神眼中看為正的事，留

心聽神的誡命，守祂的一切律例，神說：祂保證不會把這些外幫人，這些埃及人，這些罪人身上

各樣的疾病加在我們身上。神保證我們可以過一個健康的生活，這是最棒的。我們寧可要遵守神

的話，我們做神認為正的事，然後守神一切的律例，神保證我們不會得這些埃及人得的疾病。就

是剛才我們所讀的種種疾病，很多很多的疾病，甚至是至大至長的疾病，至重至久無法醫治的疾

病 。 

 

然後，最後一節就告訴我們說：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這一節話其實在原文就說：「我是耶

和華拉法」。 耶和華拉法的意思就是，耶和華是醫治你的。這是神第一次說，為什麼說因為我耶

和華是醫治你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人不可能做到那麼完美，不可能說我都是非常聽神的話，我

所做的一切在神眼中都看為正，我是可以留心聽神誡命，又守祂一切的律例，我想，我們很難辦

得到。即便是基督徒直到如今，有誰敢說他每一天的生活在神的眼中看都是正直、都是 OK、都是

完全得著神稱贊的？我們總是會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我們的眼目會看一些不應該看的東西，我們

心中會想偷懶，我們對神實在是滿了虧欠。為什麼我們基督徒，常常在晚上要睡覺以前，如果我

們檢討一下，我今天到底說了什麼話？我跟人之間的相處如何？我們難免會發現我們都是有問題

的，我們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們常常需要來到神的面前來檢討自己，然後求神來赦免我們、來

光照我們，讓我們把壞的習慣，這些壞的動作，真的要玩全都更改過，並且要把它脫離，脫離這

些東西。那麼你就会越發的活在神的話語中，我相信你的身體一定會越來越好。萬一我們有病的

時候怎麼辦？聖經說當然我們可以看醫生，我們可以吃藥。好像傷風感冒了，被別人傳染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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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吃一些感冒的藥，如果發燒就吃一些退燒藥。如果你真的是裡面還有其它問題的話，你就找醫

生，驗血。有的人腎臟不行了，就去洗腎。或者皮膚有毛病了，是外伤的话就应该貼藥等。你不

能說我的皮膚受傷了，现在割破了，求神医治我...... 這個就是我們缺少知識。 

 

因為現在的醫學、現在的科學，已經給了我們很多很多方便來幫助人生病的時候，我們碰到災難

的時候應該怎麼樣去搶救；如果你呼吸不順暢的時候，怎樣用呼吸器的幫助你，可以讓呼吸順暢

一點；就像現在這個疫情中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幫助這些得 Covid 的人一樣，可以有辦法來幫助他

們康復。這些如果你都不用的話，你完全說靠禱告，但是你真的是有這樣信心嗎？如果有神已經

預備好的東西，你又不用的話，那是你自己缺少知識，那就不能怪神了，因為神已經透過很多的

地方，除非你是住在一個完全沒有醫療設備，也沒有醫院，也不方便出去的地方，那你只好乎求

神。當然，神會有特別的法則幫助我們這些無法得到正常幫助的人，所以我們人還是需要有一些

知識的。所以這裡說，萬一我們真的需要神直接觸摸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是生病，直接看醫生，

還是要禱告，還是要求神讓醫生給我們對症下藥，醫生要給我們講對的話，這樣我們就不耽誤我

們的時間。有些人自己有病了，就自己想辦法自己醫治自己，然後吃一些偏方，結果弄來弄去身

體越來越糟糕，那就是我們不夠有智慧。我們應該有常識、有智慧，知道已經有的這種方式、方

法，可以幫助我們的我們就要嘗試。一方面嘗試，一方面要禱告求神憐憫我們，讓我們吃對的東

西，做對的事。 

 

詩 Psalm107:17～20；【愚妄人因自己的過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他們心裡厭惡各樣的

食物，就臨近死門。于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從他們的禍患中拯救他們。他發命醫治

他們，救他們脫離死亡】 

 

我想分享自己在年輕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大概是 20歲左右，我已經服兵役回來了，然後我在新北

投工作。有一次我忽然間得了重感冒，重傷風，我沒有胃口吃東西，也沒有胃口喝水，然後吃、

喝我都不行，連續三天發高燒，我也沒有去看醫生。因為我那個時候年輕，了不起，休息一下就

好了，結果弄了三天不吃不喝又發高，燒到最後我以為我就要死了。真的，我連一點力氣要去拿

一張紙，想要寫幾個字告訴我的爸爸，萬一我死的時候，我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給我的父親，我連

那個力量都沒有。 後來我就很苦惱，用力掙扎把左手伸過去，把我床頭的聖經拿過來一翻，就是

聖經的中間，就是詩篇 107 篇 17節到 20節，然後我就看這個聖經說：「愚妄人因自己的過犯、

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他們心裡厭惡各樣的食物，就臨近死門。」 我說：主啊，這就是我

啊！這就是我！我這一段的時間裡面，我在屬靈上跟神之間有點疏遠了，因為剛剛服兵役回來，

新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也沒有去好好的讀聖經，也沒有好好的禱告，也沒有好好的聚會。這裡就

告訴我：我是個愚妄人，因為自己的過犯、自己的罪孽，我就受苦楚，我就厭惡各樣的食物，臨

進死門，主啊，就是我！我說：主啊，我要向祢悔改，我就在在苦難中，我就哀求耶和華。所以

這裡說： 他們在苦難中，就哀求耶和華。耶和華神就從他們的禍患中拯救他們。所以我就勉強的

說神啊，求祢赦免我的罪，我現在要起來，然後我勉強從床上站起來，就走啊、走、走...... 嘴

里一直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後禱告......忽然間我的力量就回到我裡面來了，一下子就

覺得很輕鬆，然後我趕快就去餐廳裡面吃了一頓飯，吃了飯以後，晚上睡了個好覺，第二天我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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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正常上班。我就發現說我們真的是常常因為我們的過犯，因為我們自己的罪孽，我們受了苦

楚，然後吃東西什麼都不要了，這個是很危險的。這就告訴我們，嚴重的脫水會面臨死亡。弟兄

姊妹們我順便告訴弟兄姊妹，我們每一天，一定要喝足夠的水；水是我們身體裡面非常需要的一

個成分，我們身體裡面大部分都是有水份在裡頭的，如果你一整天不喝水的話，你會出問題的。

我曾經在關於喝水方面，我出過幾次問題，不喝水的問題。 

 

我記得大概是在 1982年左右，那時候我第一次去菲律賓，天氣非常的熱。是三月份的時候，我去

菲律賓拜訪一個菲律賓中國城的華人教會。教會很大，有三、四千人。鄭天福弟兄，他們不稱牧

師，他們稱弟兄。鄭天福弟兄在那裡牧會，我認識他，所以他請我去菲律賓。三月份的時候，我

不知道菲律賓三月份是那麼熱，其實他們整年都是那麼熱。我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從機場一下飛

機，就滿身大汗。而且他接我要站在馬路的另外一邊，我一直找他找到滿身是汗。他把我送到他

的教會的一個接待所，那一天，正好他們的冷氣機壞掉了。鄭弟兄也不知道冷氣壞掉了，我去的

時候發現那個房間熱的不得了，而且電扇也沒有，水也沒有，我整個人昏昏沈沈的，好像要嘔吐

一樣，就是過度的流汗，又沒有水喝。然後，那天是神憐憫我，還好，呆到第二天的時候，天氣

有點改變，冷氣也來了，主日我還可以分享。所以這個過度的脫水很危險的。 

 

2014年 8月的時候，我在洛杉磯要找一個地方，因為我要帶台灣的牧師們去參加神召會 100週

年，全世界牧者的大會。 

 

 

在 Manilla 的「春田市」 ，我一直找，找不到，因為他們那個路已經被新的建築圍住了，所以

我的 GPS 就一直帶著我找，大概花了五、六個小時，也沒有上廁所，也沒有喝水，到了那天晚上

參加我們教會禱告會的時候，在禱告會一結束，我發現滿天都是星星，那個星星還在轉，然後我

發現我的臉變紅了，我的眼睛也紅了，我擔心我是不是要中風了，就趕快請一個弟兄說：趕快把

我送到 Emergency 去。到了 Emergency ， 他們量我的血壓說：你的高血壓只有 80，低血壓 

30， 這個不得了，你是嚴重的脫水了。他們趕快用兩袋輸液，輸在我的血管裡面，慢慢慢慢我的

血壓才開始從 80到 90到 100到 110到 120的上升，下面的也從 30到 40 、50 、60開始上升，

他說你沒有病了，你可以回家了。所以，嚴重脫水是一個常識，但是我不知道。經過了 2014年這

個脫水的事，我現在就知道一定要多喝水。身體要健康，一定要多喝水，我想我們人常常有這方

面的問題。我們再看一節聖經： 

4. 祂醫治我們一切的疾病。 

He healed all our diseases 

 

詩 Psalm103:3~4【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

慈悲為你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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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03 篇，第 1節到第 4節，還有第五節都非常棒，這五節聖經可以說滿了恩典，第 1節說：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

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4    他救贖你

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這個非常非常寶貴啊！我相信大衛親身經歷了神赦免他一切的罪，他也經歷了神醫治他一切的疾

病。所以他才會在詩篇裡面說：我的靈魂哪！你不可以忘記神一切的恩惠，因為祂赦免你一切的

罪孽，祂醫治你一切的疾病，祂要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並且用忍耐和慈悲為我們的冠冕。所

以，我們經歷到非常非常多神的恩典。我第一次在我的家中，我們經歷神恩典的時候，我知道那

是非常神奇的，我信了主以後，我第一個關心，就是關心我媽媽的靈魂，關心我爸爸的靈魂。常

常為他們禱告，禱告了差不多近十年了，那個時候我母親已經六十歲了。 

 

我在台北，他們在苗栗，家裡就告訴我說：母親中風了，現在人已經不能動了，話也不會講了，

一隻手，一直腳也不會動了，口裡面冒出白沫來。我們鄉下人，這種時候他們也沒有送母亲去看

醫生，也沒有送去醫院，就找了一個夾著一個包包的蒙古醫生來打個針，他也沒有任何的辦法。

我在台北也沒有辦法，我就打電話找一個牧師，那時候她還不是牧師，是一位傳道，範敬修傳

道。我就打電話給她，我就請她幫忙為我的母親禱告，她現在中風的很厲害，身體不會動也不會

說話，這位傳道人非常非常的忠心良善。她從头屋騎著單車半個小時騎到我家裡，然後去為我母

親禱告，去傳福音給她聽，她連續去了三十天。感謝神！到了三十天的時候，一件奇妙的事情發

生了，突然間，我母親在床上她還不會起來，但是她看見耶穌從天上降下來，穿著白袍，耶穌降

臨在她的床上，我母親一下子就開口講話，她的手腳就開始動了起來，手腳也都靈活了起來，她

就會下床了，這樣她就信了耶穌，就受洗了。她受洗以後，就帶著我的哥哥、帶著她的孩子們，

我們一家人就開始到教會裡面去，就信了耶穌。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神向我母親顯現，來醫治了

我的母親，然後我的母親就這樣再活了 20年，沒有任何的病，身體非常的健康，活到 80歲的時

候，她第二次中風就走了。感謝神！她已經滿足了聖經所告訴我們的：我們的一生年歲是 70歲，

若是強壯可以到 80歲。所以我感謝神，從那時我就知道，神是滿有恩典的神！ 

 

我現在就簡單的分享一下賴師母一生蒙神醫治的見證。她也跟我一樣是 15歲信主的，但是她 18

歲的時候，她就得了一個非常嚴重的流行性感冒，然後就造成了嚴重的氣喘。她的氣喘超過一

年，每一天都要吃藥，甚至要打針，但是那個氣喘都不好，還是呼吸非常非常的困難。可以說是

非常的嚴重。感謝神！當她到 20歲的時候，她決定奉獻給主。她從苗栗坐火車到台北，去台光聖

經學院讀書。結果她在火車上，那個時候是觀光號火車，她也不管別人怎麼樣了，她反正是離開

了家，為了要奉獻。因為她信主，就被父親從 15歲打到 20歲，每一次發現她去教會回來，就要

挨打，就要跪在客廳裡面用鞭子打她。她的父親就是叫她放棄信仰，但是她就是不放棄信仰，就

是堅持信仰，最後選擇離家出走去侍奉神，這是很勇敢的，我很佩服她這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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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廂里她也不管別人怎麼看她，她就跪下來跟神禱告，她告訴我說從苗栗到台北她都是跪著，

在車廂裡面她跟神禱告說：神啊，我現在氣喘，我的身體非常糟糕，我的氣管都是軟的，我現在

也沒有錢，我現在又要去讀書，求神幫助我，醫治我！就這樣，神憐憫她，她到了台北以後，她

去找神召會的高耀東牧師，這牧師也很有愛心，就借給她蚊帳，借給她日常需要用的東西，因為

她什麼都沒有帶，只帶了一本聖經，也沒有多帶衣服，弟兄姊妹就幫助她。就這樣，她發現一到

學校她的病完全好了，再也沒有氣喘，一直到她 80歲見主，她的氣喘再也沒有回來，這都是神奇

妙的醫治，神奇妙的恩典。大概在 1978年的時候，她有嚴重的過敏，過敏到一個地步她每天必須

要帶著兩盒的紙和兩個袋子，後來有一個老弟兄說：Jenny我要為你徵戰，今天下午聚會完了我

要到你家裡去，我要為你禱告。這位殷祖瀾弟兄是非常愛主的弟兄，他過去在上海是生化藥廠的

一個經理，是倪柝聲弟兄的右手，非常愛主的一位老弟兄，從新加坡來到聖地亞哥，跟我們住在

一起有一年的時間，他就為師母禱告。 

 

那時候，我和師母我們都是代職侍奉主，感謝神！那一天禱告的時候，神真的垂聽禱告了，神就

醫治了師母的嚴重的過敏。1996年 1月 2號，腦瘤開刀；2001年右邊的乳癌開刀；2006年左邊

的乳癌開刀；然後 2019年子宮開刀；2019年肝癌開刀；還有大腸癌開刀；每一次師母的開刀都

算是蠻大的開刀，人家都以為她真的要走了，結果都沒有走。她說：我活著就是要侍奉主的，我

們侍奉主的時間還沒有滿足的時候，神不會把我接走的。所以我們的生命一定要有個目的，我們

活著就是要榮耀神，神若不許可，聖經告訴我們：我們連一根頭髮都不會掉在地上。我們的生命

是神在管理，如果我們的生命是完全獻給主的，主就負我們完全的責人，感謝神！後來到 2019年

的時候，她大腸癌開刀以後，她身體軟弱了，她 7月 31號就跌倒了，然後又復原了，到 9月 5號

回家，然後在 10月 14號再次跌倒，兩次的大腦開刀，我想神也憐憫她，她已經到了 80歲，滿足

的時候神把她接回家。這是神奇妙的恩典，我們來看，耶穌在地上的时候祂的事奉。 

 

太 Matthew4:23~24【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

症。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那裡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痛的，和被鬼

附的，癲癇的，癱瘓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他們】這就是耶穌所做的，耶穌在地上的時

候，四福音書裡面滿了耶穌的醫治、憐憫、趕鬼、治病的一些記載。馬太福音一開頭就告訴我

們，祂是用雙腳走遍了加利利的地方，祂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然後醫治百姓各樣

的病症。所以這裡我們看見，他們無論有什麼疾病，無論各樣的疼痛，甚至是被污鬼所附的，癲

癇的，癱瘓的都帶了來。聖經說，耶穌就治好了他們。這是我們看見耶穌所做的醫病、趕鬼的事

工。然後我們看見，耶穌也把這個權柄給了祂的門徒。 

 

太 Matthew10:1【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汙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感謝主！這裡我們看見耶穌叫了這 12個使徒，來把權柄給他們，醫病的權柄是神給我們的。耶穌

曾經告訴門徒說，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要往父那裡

去。往父那裡去的意思就是說，耶穌要從死裡復活，然後榮耀的升到天上，坐在父神寶座的右



8 
 

邊，成為君尊的大祭司，祂要把父所應許的聖靈差遣下來，讓門徒們得著這個能力，然後就把福

音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級要傳出去。所以我們看見，12個門徒當時在地上的

時候，耶穌甚至還沒有受死，還沒有升天的時候，他們就有權柄了。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祂有權柄

給你，你就有了。今天是透過聖靈給我們能力，給我們權柄，我們照樣可以做神所做的事情。 

 

我要分享在聖地亞哥，曾經有一個姐妹，她叫利百加，這個姐妹她得了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 

Cancer ，一個腫瘤。從她的盲腸裡面長到她的肚子外面，這個肚皮都裂破了。當她覺得她自己生

病了，她就要回到教會，因為她曾經 18歲的時候，神乎召她在東北，她沒有去讀神學，她反而嫁

給了一個做醫生的。到了紐約，經過了幾十年以後，她已經離開了教會，也不讀聖經，也不參加

聚會了。她的先生還聚會，但是後來心臟專科醫生的先生，自己心臟病死了。她非常的害怕，18

月的時間，她不敢上床睡覺，晚上電視開到天亮，這樣因著極度的憂傷跟懼怕，讓她的 Cancer 

變成奇怪的 Cancer 長了出來，讓她連活命的指望都沒有，所以她回到教會來聚會。因為聚會完

了她就要回去，我就趕著去問她說：李姊妹你為什麼那麼趕，不留下來跟大家聊一聊？她說：哎

呀！我若不是基督徒我就自殺了！我說什麼事那麼嚴重？她說你到我家我再告訴你，她就把這個

細節告訴了我們，然後告訴我們說：醫生告訴我，我只能活三個月，所以我現在回到教會，要辦

我上天堂的「手續」，不然的話我就沒命了！我說：李姊妹，以賽亞書 53章不是告訴我們說：因

主所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主所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這個聖經難道你沒有讀，你不相信神

可以醫治嗎？她說：我都沒有讀聖經，我這幾十年就這樣荒廢了我的時間，所以我後悔了。 

 

我說那你回去，以賽亞書 53章你要好好的讀，我們四家人會為你禱告。我們真的為她禱告，醫生

說她只能活三個月，我們禱告三個月以後她打電話說：請你們到我家裡來看神跡，我說什麼神跡

啊？我們歡喜快樂的到了她家，她說：你們看，經過三個月，我這個腫瘤已經縮小到像大拇指這

樣小了，她把衣服掀開了給我們看了她的腫瘤。然後她說醫生說現在可以開刀了。我們說哪一天

要開刀？那天我們去醫院看她的時候，她穿著很漂亮的衣服，白色的，非常漂亮，耳環掛著。我

說你今天不是要開刀嗎？你為什麼穿著這樣的衣服來醫院呢？她說：我在想，我今天可能會死在

手術台。所以我是最後一天在地上，我要好好的穿漂亮點去見耶穌。我說：不會的！我們為你禱

告，後來開完刀以後她真的沒有死，她活著。然後她的右腳不會動，她說醫生把我的神經給割斷

了，現在我整個右腳完全不會動。我說：你擔心什麼？她說：我以後不能開車了怎麼辦？我說：

不要擔心了，神已經把你的 Cancer 醫治好了，醫生割掉了那麼多癌症腫瘤所碰到的器官，都拿

掉了，都沒有事，沒有 Cancer，神也可以接你的這個神經。她說是嗎？那你們就為我禱告吧。我

就為她禱告，禱告完以後，我說：奉耶穌的名你的腳開始動，她的腳趾就開始動了，然後整個腳

都動了，就好了！ 

 

神真的是在她身上行了神跡啊！特別在她身上滿有恩典、滿有憐憫。後來三個月她還用拐杖走

路，然後我們就到她家裡去說：我們要讀使徒行傳第 3章，彼得約翰在美門口，叫一個生來瘸腿

的人起來行走的故事，我們要讀給你聽啊！我們讀給她聽，然後說奉主耶穌的名.....她說你們不

要動，不要幫助我，我自己來，然後她把拐杖放下，自己站起來走到電視那邊六尺度，然後又走

回來，她說：我真的不需拐杖就可以走路了，神就這樣醫治她，然後她再活了 30 年健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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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60歲，活到 90歲，到處為神做見證。這是真實的故事，這是利百加.李，在聖地亞哥住的，所

以我們知道我們的神是獨行奇事的神！ 

 

 讓我們讀路加福音 9:1【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

病。2    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這是 12個門徒，但是我們看下面的； 

 

路 Luke10:1~9【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

各城各地方去.....要醫治那城裡的病人，對他們說，神的國臨近你們了 】 

 

我們看見耶穌不但是把權柄給那 12 個門徒，也給普通的這 70個門徒。叫他們兩個兩個人去，吩

咐他們要醫治那些城裡的病人。對他們說： 神的國臨近你們了！所以，我們要相信耶穌所說的

話，祂過去對門徒所說的話，祂今天照樣對我們說，因為祂升天以前告訴我們說：你們若去城裡

面等候我父所應許的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有能力為我做見證！這就是主給我們的一個很

奇妙的應許！ 

 

6.主把醫治的權柄給了教會的長老。 

God gave the authority to heal to the Elders 

 

 雅 Song of songs5:14~16【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為他禱告。出于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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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的。】 

 

這裡告訴我們，今天每一個教會的這些長老、這些牧師，應該可以有權柄為弟兄姐妹抹油、為他

們禱告，但是這個禱告一定要出於信心的祈禱。如果我們的禱告，我們都半信半疑神可能不會醫

治這個病吧？神可能不會醫治這個人吧？半信半疑的話，那個禱告就沒有效果。這裡說：出於信

心的祈禱，會救那個病人，主必定會叫他起來。如果這個人是犯了罪的，也會蒙赦免。所以我們

一方面要為禱告，一方面要勸勉他們自己要檢討一下，你們是不是在生活、在言語各方面，有很

多的地方是神所不喜悅的？要趕緊的承認和認罪。然後說：你們要彼此認罪，要互相代求，讓你

們可以得到醫治。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我們會發現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現在給你們看幾個照片；這個張弟兄是在巴黎，2011 年 1月，我去巴黎過農歷年的時候，他的眼

睛是完全看不見，因為在中國所有的醫生都告訴他，你的視網膜破掉了完全瞎子。然後到了法國

去看法國的醫生，也是說你的視網膜完全的壞掉了，沒辦法得醫治。他的兒子就把他從九樓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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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樓，我那時住在一位董弟兄家。他就說：賴牧師、師母，我的爸爸現在眼睛看不見，中國、法

國的醫生都說我爸爸就會瞎眼了，可不可以為他禱告？我說當然可以，我們就為他禱告，憑著信

心為他按手禱告。禱告後他還是沒有看見，把他帶到樓上去了。到了聖誕節，我們再次去了法

國。禮拜五的晚上，他就來到教會來，他說：牧師你還認得我嗎？我說：我不認得你。他說：我

就是今年一月眼睛看不见的那個張弟兄。他說經過禱告以後很奇妙，我上了樓，我的眼睛就慢慢

慢慢的，就一點一點的看見了，到了 12月聖誕節就完全看見了，我就可以讀聖經了。所以，醫治

有的時候是 Take time, 要花時間逐漸的好，這就是醫治。如果神跡，就是馬上就好了。 

 

我們看見下面一張；這個右邊穿藍色衣服的姐妹，她的媽媽是血漏死掉的，她說她媽媽四十幾歲

就死了。她現在也四十幾歲了，她的女兒也 14 歲了，她說：我跟我女兒都有很嚴重的血漏，就

是月經期不會停，一直流，她說非常苦惱。她說：請你為我女兒和為我禱告可以嗎？我說：好

啊，我為你們禱告。禱告完了以後，一個月她就打來電話，她說：牧師，我要給你講一個好消

息，自從一個月前你為我女兒和我禱告，一個多月了，我們的血漏已經完全好了，所以我打電話

來告訴你這個好消息。過了七年，我們再次去巴黎，她就帶她的先生來見我們，說：我要帶我先

生來特別感謝你們為我們禱告，我們現在身體很好。這個就是七年之後，我們再次見到她，她分

享的見證。 

 

下面这个就是在上海，我们开医治布道会的时候，一位几十年两个耳朵都有严重耳鸣的姊妹说： 

刚才你在为很多病人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我的耳鸣就停止了。所以，她就大声的向我们表示感

谢。 

 

下面這是一位住在台灣的老姐妹，她有兩個女兒住在日本。這位媽媽的腰直不起來，要駝著背走

路。但是，我們在台北的時候就為她禱告，她就可以站起來走路了。下面這張照片，這位老太太

就站立的非常直，她本來是駝背，現在可以直起來了，所以非常的高興，她就受洗了，因為她的

兩個女兒都是基督徒，從日本回來看她。 

 

這是一位要生孩子的，結婚很多年了都沒有生孩子。她說： 我父親跟我挑戰說，我若是生孩子，

我父親就要信耶穌。 我說：好！我為你禱告。結果，第二年她就生了孩子，她在台北，她就把她

的兒子帶來給我們看。所以她父親也受洗了，就是因為她生了孩子。感謝神！接下來是香港的一

對夫妻，也是不能生孩子，結果禱告以後就生了一個孩子，非常非常的開心！ 

 

下面一張是 David 弟兄他的妻子和 100 歲的媽媽，他們兩個人是婚姻破碎，然後靠著主的恩

典，他們找回了彼此，已經有二十年之久了。我們看見我們的神做了許許多多奇妙的事情！現

在，我要為有病的弟兄姐妹們禱告，如果你的身體是有災病的，無論什麼樣的疾病，我們要相信

耶穌是最大的醫生！醫生做不好的，耶穌可以幫助我們！可以醫治我們！我們要求神在這個時

候，降下祂醫治的大能在我們所有需要醫治的弟兄姐妹們身上！如果你身體有任何的疾病，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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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你的家裡面站起來，用你的信心，用你的手按在你身體有疾病的地方，在信心裡面，雖然

我們是透過視頻，但是我們相信我們的神是沒有空間和時間的限制。我們在這裡用信心禱告，在

信心裡面領受神的話，然後用信心，自己按手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跟家人們彼此按手都可以，我

們是用信心來禱告！我們一起求神憐憫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