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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來源	
與耶穌基督的醫治  

The source of illness  
and the healing of Jesus Christ 



1.疾病的來來源The Source of sickness: 
咒詛和罪，攻擊，違背⾃自然律律，彰顯神的榮耀
等等。Curse and sin, attack, opposing natural 
law, glorifying God etc… 

申Deuteronomy28:15 
【你若不不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不不 
謹守遵⾏行行他的⼀一切誡命律律例例，就是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以下的咒詛 
都必追隨你，臨臨到你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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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Deuteronomy28:20~22 
 【耶和華因你⾏行行惡惡離棄他，必在你⼿手
裡所辦的⼀一切事上，使咒詛，擾亂，
責罰臨臨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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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要⽤用癆病、熱病、⽕火症、
瘧疾、⼑刀劍、旱⾵風（或作：乾旱）、
黴爛爛攻擊你。這都要追趕你，直到你
滅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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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Deuteronomy28:27~28,35 
【耶和華必⽤用埃及⼈人的瘡並痔瘡，⽜牛⽪皮癬 
與疥攻擊你，使你不不能醫治。耶和華必 
⽤用癲狂，眼瞎，⼼心驚攻擊你。耶和華必 
攻擊你，使你膝上腿上，從腳掌到頭頂， 
⻑⾧長毒瘡無法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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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Deuteronomy28:58~61 
 【這書上所寫律律法的⼀一切話是叫你敬畏耶和 
華你神可榮可畏的名。你若不不謹守遵⾏行行，耶 
和華就必將奇災，就是⾄至⼤大⾄至⻑⾧長的災，⾄至重 
⾄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後裔的身上。也必使 
你所懼怕，埃及⼈人的病都臨臨到你，貼在你身 
上，⼜又必將沒有寫在這律律法書上的各樣疾病， 
災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滅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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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聖經中頭⼀一個醫治釋放的應許： 
    條件和結果。The first promise of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in the Bible: requirement and result 
 

出Exodus15:26   
【⼜又說、你若留留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 
⼜又⾏行行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留⼼心聽我的誡 
命、守我⼀一切的律律例例、我就不不將所加與 
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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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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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Psalm107:17～20  
【愚妄⼈人因⾃自⼰己的過犯、和⾃自⼰己的罪孽、便便 
受苦楚， 他們⼼心裡厭惡惡各樣的⻝⾷食物，就臨臨近 
死⾨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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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年 新北北投…發⾼高燒/嚴重脫⽔水/⾯面臨臨死亡？ 
1982年年 馬尼拉Manilla  2014 洛杉磯 / 嚴重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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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祂醫治我們⼀一切的疾病。 
He healed all our diseases 
詩Psalm103:3~4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 
疾病。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 
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春櫻一生蒙主醫治的見證：氣喘/嚴重過敏/

腦瘤..阿根廷/乳癌/子宮/肝癌/大腸癌…

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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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Matthew4:23~24 
 【耶穌⾛走遍加利利利利，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 

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他的名 
聲就傳遍了了敘利利亞。那裡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痛的，和被⻤鬼附的， 
癲癇的，癱瘓的，都帶了了來來，耶穌就治好了了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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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把醫治的權柄給了了⾨門徒。 
God gave healing authority to the dis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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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 【聖地牙哥…利百加/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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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路Luke9:1~2 
 【耶穌叫⿑齊了了⼗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力權柄， 
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病。2.⼜又差遣他 
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 
路路Luke10:1~9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 
兩個兩個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 
各地⽅方去.....要醫治那城裡的病⼈人，對他們說， 
神的國臨臨近你們了了】 

11 



6.主把醫治的權柄給了了教會的⻑⾧長⽼老老。 
God gave the authority to heal to the Elders 
 

雅Song of songs5:14~16 
 【你們中間有病了了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 
⽼老老來來。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 
告。出于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 
他起來來。他若犯了了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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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量量，是⼤大有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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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全瞎中法兩國醫師都說，無法醫治，	
禱告之後11個月完全看見了！Blindness healed	



14 張弟兄與他的兩國孫女	
Brother Chang and two grandchildren	



15	一連三代都有嚴重血漏立即得醫治	
Three generations of hemorrhage h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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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的嚴重耳鳴立即得著醫治	
Healed of 30 years of tintin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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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多年來的腰酸背痛立即可以站立行走	

Freed from years of back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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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孩子父親就信了耶穌	
After childbirth, his father 

came to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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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夫妻生了孩子	
Hong Kong couple gave birth to a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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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醫治了破碎的婚姻	
God healed a broken marriage	



‹#› 

祂摸我      
He Touched Me (Hym. 564)  

 

1. ⼈人⽣生重擔將我枷鎖， 
Shackled by a heavy burden 

滿了了罪惡惡和羞辱； 
'Neath a load of guilt and shame 

耶穌今來來伸⼿手⼀一摸， 
Then the hand of Jesus touched me, 

我就⽴立脫舊樣和罪污。 
And now I am no longer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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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歌Chorus)        
祂摸我，哦，祂摸我 

He touched me, O He touched me, 

何等喜樂樂樂樂滿溢我⼼心！ 
And O the joy that floods my soul! 

奇事臨臨我，我今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and now I know 

祂⼀一摸，我得痊癒。 
He touched me and made m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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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從遇⾒見見恩主耶穌， 
Since I met this blessed Savior, 

得著醫治和痊癒； 
Since He cleansed and made me whole 

我就不不住讚美歡呼， 
I will never cease to praise Him -- 

歡呼直到永世不不稍渝。 
I'll shout it while eternity rolls.  

24 



‹#› 

 

（副歌Chorus)        
祂摸我，哦，祂摸我 

He touched me, O He touched me, 

何等喜樂樂樂樂滿溢我⼼心！ 
And O the joy that floods my soul! 

奇事臨臨我，我今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and now I know 

祂⼀一摸，我得痊癒。 
He touched me and made m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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