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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是神的心意 

           

       一. 醫治的全面是神的國臨到 

 

1.  主耶穌的事工   路 4:18-19 ; 路 7:18-23; 路 9:11 

 * 舊約預言的應驗:賽 61:1-3 

 

2.  主耶穌的差派   路 9:1-2; 路 10:9;約 14:12 

 * 主耶穌--十二門徒--七十人--信的人 

 

3.  大使命的內容   太 28:18-20; 可 16:16-18; 徒 1:8; 林前 12:4-11;弗 4:1-16 

 * 已賜下權柄--去使萬民作門徒--教訓主所吩咐(教導) 

 信的人神蹟奇事隨著--等候聖靈的能力--按聖靈的恩賜建造教會 

 

       二. 醫治包含在救恩中 

 

1. 神的名字就包括了醫治 

     耶和華拉法: 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出 15:26 

     耶穌      : 將自己的百從罪惡裡救出來           太 1:21                   

 "除祂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痊癒)"  徒 4:10-12 

 

2. 醫治是神的心意 賽 53:5; 詩 103:2-3; 可 2:17; 帖前 5:23; 路 4:19 

 

       三. 醫治中常見的疑問? 

 

1. 誰可以醫治呢? "我"能嗎 ? 

 主是醫治的主, 惟有主能醫治, 但祂要藉"你"來成就.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 5:16b 

 

2. 是否人人可得醫治? 

 並非人人都得醫治, 但人人都可被檮告,醫治的主權在於神. 

 

3. 醫治會立刻發生嗎? 

 在於或多或少,並非或有或無, 因此浸透式(多次)的禱告是必要的. 

 

4. 得醫治者有信心? 沒得醫治就是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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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是要素之一, 但醫治是主的憐憫. 

 

5. 醫治禱告與看醫生及藥物有衝突嗎? 

 並沒有衝突, 是雙重的恩典, 但不要依靠藥物與醫生過於倚靠神. 

 

6. 苦難和疾病是從神來的嗎? 

 神的本性是要醫治與救贖, 並不是用疾病來懲罰我們,又苦難與疾病並非相等

論, 主耶穌受苦但未生病 

 

7. 疾病是因罪而來的嗎? 

 罪會帶來疾病, 但不是每個疾病都是因罪而起的, 如生來的瞎子(約 9 章),約

伯. 

 

8. 得醫治後病又回來了? 

 學習持守所得的醫治 

 1) 感謝與宣告 

 2) 信賴主 

 3) 讓神的話常在我裡面 

 4) 常常禱告 

 5) 不給仇敵留有地步 

 6) 作見證 

 7) 保養顧惜身子 

 8) 何種情況會有醫治發生? 

    主的同在臨到時, 因此要歡迎神的同在顯明, 可透過敬拜. 

 

       四. 如何預備自己, 傳承醫治禱告的使命與能力? 

 

1. 注重神的同在 

 歡迎聖靈來運行 

 -- 渴慕, 等候, 呼求, 領受聖靈, 敬拜與讚美 

 

2. 用愛來服事 

 愛是根基 

 

3. 操練權能的禱告 

 倚靠聖靈 

 憑著信心 

 認識主名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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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持與主的關係 

 葡萄樹與枝子 

 寶貝在瓦器理 

 作貴重的器皿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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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禱告的基本原則與方法 

 

 

  一. 醫治與屬靈爭戰的關係 

 

   1.賽  61:1-3 

   2.路   4:18-19 

   3.林後 10:4-5 

   4.林後 12:7-9 

   5.弗   6:10-18 

   6.帖前  5:23-24 

   7.來   2:14 

   8.約壹  3:8 

 

   * 不給撒但留地步, 奪回仇敵的營壘 

 

   二 .醫治禱告的基本原則 

 

   1)愛的原則 

 

     認識主的愛與憐憫, 重點不在我的能力, 我的恩賜, 而是透過 

     我們讓主的愛流露出來, 使他明白接受主的愛. 

     太 9:35-36; 弗 3:16-19 

 

 

   2)信心的原則 

     有人因著信心得醫治, 有人卻因醫治而有信心, 其實信心是很 

     難衡量的, 信心的大小與多少是基於對神的憐憫認識有多少. 

     約 11:40; 來 11:6 

 

 

   3)盼望(期待)的原則 

     許多時候我們沒有盼望與期待, 因此不容易看見與經歷醫治的 

     發生. 醫治的發生是神榮耀的彰顯, 神的國臨到. 

     羅 5:1-5 

 

 

   4)饒恕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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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 6:14-15) 

     "你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使你們可以得醫治" 

        (雅 5:16) 

     因此要學習:a)領受神的饒恕 

         b)饒恕別人 

         c)饒恕自己 

         d)尋(請)求饒恕 

 

       三.醫治禱告的類別與方法 

 

   "願賜平安的神, 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 又願你們的靈, 與魂 

    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後, 完全無可指摘" 

        帖後 5:23 

   醫治禱告的類別 

 

       靈的醫治--罪, 罪孽(包括祖宗的遺傳,咒詛,偶像的連結) 

   需趕除黑暗的權勢,釋放人靈裡自由 

 

       心的醫治--受傷的心靈及記憶的創傷(包括人際關係) 

   需內在的醫治, 更新裡面的人 

 

       身的醫治--先天的, 後天的, 器官功能的失調, 傳染性的 

   外傷, 鬼附帶來的疾病, 死人復活 

   身子就是聖靈的殿, 需要保養顧惜, 榮耀神. 

 

 

       四.身體醫治的方式 

 

   1.奉主的名(徒 4:12;可 16:17) 

 

 

   2.憑信心宣告神的話與應許(路 9:2) 

 

 

   3.按手;手的觸摸(可 16:18;徒 4:30) 

 

     --按手是信心的延伸,愛的觸摸,祝福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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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的命令, 是主的模式 

 

     ??? 按手時會不會有邪靈附身? 人人都可按手嗎? 

  按手沒有果效呢? 按手在什麼地方呢? 

 

 

   4.吩咐與命令(可 5:41;) 

 

     不是吩咐主, 乃是吩咐身體順服神. 

 

 

   5.抹油(可 6:13;雅 5:14;賽 10:27) 

 

     "油"--橄欖油; 也是聖靈的膏油 

 

 

   6.禱告布(路 8:44-45;徒 19:11-12) 

 

 

   7.聖靈的恩賜(林前 12:4-11) 

 

 

   8.使病人觸摸你(路 6:19;徒 5:15) 

 

 

   **需注意事項 

     1.非人人得醫治, 主權在神 

     2.持續的禱告, 非或有或無, 乃是或多或少 

     3.不是醫生 

     4.不定人的罪 

     5.不對神失去信心與盼望 

     6.感謝神, 將榮耀歸給神 

     7.要持守所得的醫治 

 

       *請在本週操練為病人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