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醫治
使徒行傳 3:1-10
1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
2 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
人賙濟。
3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
4 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5 那人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甚麼。
6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7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
8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神。
9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神．
10 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事、滿心希奇驚訝。
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有三件重要要的使命，那就是傳道、治病、趕鬼。傳道，我們能理解，因
為主就是真理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 1:14) 在馬可
福音中記載，主耶穌宣傳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可 1:15) 主在四處傳道，祂說，祂是為這事出來的。(可 1:38) 主不但自己傳天國的福音，也吩
咐祂的門徒們外出，四處傳福音。(太 10:7)
至於趕鬼，我們知道主耶穌來就是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一 3:8) 耶穌在迦百農的猶太會堂
裏將污鬼從一個被鬼附的人身上趕出去。鬼認識祂是誰，所以喊著說：「拿撒勒人耶穌，我們
與祢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嗎? 我知道祢是神的聖者。」(可 1:25) 耶穌用權柄吩咐污鬼，污
鬼叫人抽了一陣瘋，大聲喊叫，就出來了。(可 1:26) 主自己趕鬼，也賦予門徒權柄，能趕逐污
鬼。(太 10:1)
關於治病，我們現代的人都知道病人必須要找醫生診治，很少有人認為治病也要靠神。 當時
耶穌在地上的服事，第三個重點就是治病。耶穌趕出污鬼後，一出猶太人的會堂，就去醫治彼
得岳母的熱病。耶穌進前拉著她的手，扶她起來，熱就退了，她就服事耶穌和門徒們。(可
1:31) 耶穌不但醫治彼得的岳母，也醫治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可 1:32-34) 耶穌一直到上十字
架前三天，還對法利賽人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路 13:32)
耶穌不但自己治病，耶穌也打發祂的門徒們外出，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
病症。(太 10:1) 耶穌復活升天以後，祂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使徒行傳記
載，有許多人，帶著病人，和被污鬼纏磨的，從耶路撒冷四圍的城邑來，全都得了醫治。(徒
5:12-16)
因此今天我們要藉著所讀的經文來認識神的醫治。
醫治的主權在乎神，不在乎人。雖然神也可以藉著醫生的手來施行醫治，但真正能使人得到
醫治的還是神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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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徒的
徒 3:1-5)
使徒的生命見證基督 (徒
1. 禱告的操練
使徒們下午三點鐘在聖殿聚集禱告，這是他們在神面前的禱告生活，表示對神的敬畏與倚
靠。(詩 55:17) 我們必須有好的禱告生活才可能得著能力活出基督徒的見證。使徒蒙召是要專
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徒 6:4)祈禱常是被人忽略的事奉，祈禱是一切聖靈工作的根基。教會的禱
告會不強，弟兄姊妹的靈性就必然軟弱，教會的事工也不能拓展。撒但的作為猖獗，屬靈的復
興不能臨到，信徒生活不能分別為聖，也不會經歷神的醫治。彼得和約翰在申初禱告的時候，
上聖殿去，聖靈就藉著他們的手，行了一件重大的神蹟。
2. 屬靈的同伴
彼得和約翰一同到聖殿去禱告，他們這屬靈的同伴雖然不是肉身的親兄弟，在靈裏的合一卻
是超過親兄弟。否則彼得就應該和安得烈在一起，約翰就該跟雅各在一起。屬靈的同伴是神配
合在一起的，彼得和約翰的性向也非常不同，彼得總是領頭說話，約翰比較安靜，彼得是一位
勇猛向前衝的領袖，約翰常常安靜等候，願意跟隨。彼得感情很衝動，約翰相當的冷靜。他們
需要對方。兩個彼得不行，兩個約翰也不行，彼得和約翰在一起配搭事奉，神就透過他們作工
了。基督徒的事奉是配搭的事奉，保羅臨終前勸勉提摩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
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提後 2:22)
3. 神蹟的地點
聖殿是許多人去敬拜的地方，每天都有許多人需要別人的施捨。有一位生來就是瘸腿的人天
天被人抬來，放在聖殿的一個門口，那裏可以引人注意，也可以得到人的同情。他看見彼得、
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很多人都不理會這瘸腿的人，因為他天天在那裏，甚至有人認
為他在那裏有礙瞻觀。但是彼得跟約翰靈裏明亮，他們願意以行動配合聖靈的工作。我們看到
很多有需要的人，是否也能看見他們真正的需要? 願我們能看見別人的需要，彼得和約翰沒有
忘記耶穌的吩咐要將福音傳給窮人，施比受更為有福。
4. 信心的能力
彼得和約翰定睛看這個瘸腿的人，這人每天都被人抬來，放在聖殿門口，眾人都知道他坐在
那裏求賙濟，許多人連正眼都不會看他一下。這個瘸子以前也可能看過彼得和約翰常來到殿
中，知道他們是一群人中間的領袖，但是他絕對沒有想到一件扭轉他命運的重大神蹟即將發
生。彼得對他說，你看著我們。這句話是生發信心的邀請，並不是一句責備的話。這句話也不
僅僅是一句勸勉的話，要他自立自強，不要靠乞討為生。這句話更不是一句無奈的話，叫他不
要再存甚麼指望，告訴他，生來就瘸腿的人是沒有可能得到痊癒的。這句話甚至不是應付的
話，彼得的聲調讓那瘸子願意留意看他們，並且滿心指望得著甚麼。彼得的信心經常給人帶來
盼望，我們也能幫助別人的信心增長嗎? 或是我們總是讓人跟我們接觸後更加信心軟弱? 更加
沮喪? 我們的見證是甚麼? 我們能給人甚麼呢? 神會透過我們來醫治別人嗎?

二、 醫治使病
徒 3:6-7)
醫治使病人得到釋放 (徒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也就是說金銀你可以向別人要，金銀對彼得來說並不是那麼重要，
自從跟隨耶穌後，彼得也不再有金銀可以給別人。雖然彼得蒙召前並不是窮人出身，但是當年
耶穌呼召他時，他的確是撇下了打魚的船，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路 5:11) 如今彼得有的不
再是金銀，彼得知道還有比金銀更貴重的東西，可以分給人。你我知道我們有甚麼貴重的禮物
可以送給別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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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要將他看為最寶貴的贈送給別人，彼得有甚麼呢? 彼得所擁有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穌基
督的名」。今天我們將甚麼給人? 人的安慰? 人的幫助? 還是神的幫助，神的名。彼得的信心由
何而來? 我們知道，彼得也曾軟弱過，但是他經歷了主的帶領，基督將死裏復活的能力賜了給
他，透過他顯明出大能來，這浩大的能力就是從死裏復活的能力。在我們身上是否也能顯明這
浩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弗 1:19-22)
1. 奉主基督的名
彼得憑著信心宣告，叫那瘸腿的人起來行走。(徒 3:6) 這宣告乃是奉主基督的名，並非靠著
彼得自己的虔誠。我們能得醫治乃是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們受了鞭傷。(彼前 2:24)
2. 信心帶出行動
彼得拉著瘸腿之人的右手，扶他起來。這就是彼得對神的信心，他相信聖靈會作此事。彼得
很有愛心，他知道那瘸腿的人需要他的扶助。神醫治人是因著神有憐憫的心腸，患病的人非常
無力，有時需要別人的幫助。我們願意幫助病人嗎? 有些病人需要被抬到耶穌面前來。(可 2:3)
有些病人是需要別人為他們求基督耶穌才得痊癒的。(約 4:47-53)
3. 醫治立刻發生
瘸子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徒 3:7) 在我們的生命中有神蹟發生嗎? 腳和踝子骨是彼得
扶他起來後才恢復健壯的，我們的信心是不憑眼見。

三、 神蹟讓榮耀歸於真
徒 3:8-10)
神蹟讓榮耀歸於真神 (徒
1. 榮耀歸給真神
瘸腿的人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彼得、約翰進了聖殿，走著，跳著，讚美神。 (徒 3:8)
這神蹟有何重要呢? 耶穌曾經讓施洗約翰的門徒去告訴約翰，彌賽亞來的時候，有一些事要發
生，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太 11:5) 這人
得痊癒完全是因為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聖名。(徒 3:7-10)
2. 眾人都讚美神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神。(徒 3:9) 瘸子和眾人都讚美神。
3. 滿心希奇驚訝
神蹟的時代是否已經過去? 醫治與信心有何關係? 所有的醫治都與信心有關嗎? 讓我們從下面
十四項因素來認識神醫治的原則。
(1) 神應許
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 15:26) 耶和華是那偉大的醫治者。
(2) 憑信心
1. 睚魯的信心使十二歲的女兒得到痊癒，甚至從死裏復活。(可 5:23)
2. 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在醫生手裏，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她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
勢反倒更重了。(可 5:26-29)
3. 兩個瞎子來到主跟前，求主讓他們能看見。(太 9:28-29)
(3) 得恩賜
有人蒙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林前 12:9) 屬靈的恩賜是聖靈隨己意賜下的。
(4) 請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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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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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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5:14-16) 神賜
給教會屬靈的領袖有權柄能為病人禱告。
(5) 先求神
猶大王亞撒生病的時候沒有先求耶和華，只求醫生，不久就死了。(代下 16:12) 並不是說
叫我們不要看醫生，乃是要禱告，先求問神。
(6) 藉醫生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 路加醫生一直照顧著保羅。(提後 4:11) 醫生和
醫藥也是神為人預備的。
(7) 神醫治
神決定誰可得到醫治。(路 4:27) 在先知以利沙的年間，痲瘋病人很多，只有乃幔得醫治。
(8) 要保養
保羅勸提摩太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提前 5:23) 這酒
不是今天市場上所賣的烈酒，乃是在當時酒精成分很低，比較沒有細菌感染的飲料。
(9) 要休息
特羅非摩病了，保羅將他留在米利都療養。(提後 4:20)
(10) 要順服
保羅身上有一根刺加在肉體上。(林後 12:7-9) 主的恩典夠他用。
(11) 不強求
不強求
猶大王希西家，強求主醫治，得醫治後生下猶大王中最壞的瑪拿西，最後子孫都被擄到巴
比倫去。(賽 38:5) 義人要死得其時。
(12) 要讚美
十個大痲瘋病人都得到醫治之後，只有一個轉回來歸榮耀與神。(路 17:18)
(13) 得拯救
身體的病得醫治後因著滿心感恩而得到更大的恩典，就是靈魂也得救。(路 17:20)
(14) 要等候
神至終要賜給我們一個屬天的身體，像基督復活的身體一樣：
1.不朽的 (林前 15:42) 我們所要得到的身體不是會朽壞的身體，乃是直到永遠的身體。
2.強壯的 (林前 15:43) 不是軟弱的。，乃是強壯的，得勝的身體。
3.榮耀的 (林前 15:43) 不是卑賤的身體，乃是榮美的身體。
4.靈性的 (林前 15:44) 不是屬土的身體，乃是屬天的身體。
5.像神的 (腓 3:21) 主顯現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必改變形狀，乃是和主榮耀的身體相似。
6.健康的 (詩 103:3) 沒有疾病，沒有殘缺，沒有痛苦，乃是完美，健壯的身體。
7.未來的 (羅 8:23) 基督再來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將要得贖，不是舊的身體，乃是全新的。
8.生命樹 (啟 22:2) 樹上的生命果給人吃，而且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神今日是否仍然用聖靈的能力醫治我們的疾病呢? 感謝主! 許多主的僕人都曾被主醫治過，
也有些主僕得到醫治的恩賜。宋尚節傳道時有上萬的人得到身體的醫治。1935 年四月二十八日
在大名府宋尚節講道後，有生來就瞎眼的七歲女孩看見了，二十歲的啞女會說話，許多跛者能
行走。(靈歷集光 p.186) 1939 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爪哇有四個瞎子看見了，兩個聾子聽見，四個
啞巴說話。(靈歷集光 p.280) 趙世光於 1952 年八月三日在雅加達奮興佈道會中，有幾百人因病
得了醫治，起來作了榮耀的見證。(名佈道家趙世光 p.144) 感謝讚美主! 神能醫治我們的疾病。
有一些疾病，神今世就醫治我們，至於其他的疾病，神的兒女將來必然面對面見到基督的榮
面，在那榮耀的日子，神必照祂的應許醫治我們一切的疾病。(詩 103:3) jamessun.net N0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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