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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裝備課程 

醫治與更新                2. 伸出手來醫治病人                 劉梅蕾師母＠ROLCC 

                              
一. 主耶穌的醫病事工 

      器官損壞的 

先天性的－ 聾啞、眼瞎（可 7:31-37；約 9:1-7） 

後天性的－ 癱子、瘸腿的（太 9:2-8；太 21:14） 

功能失調－ 血漏的女人(可 5:25-34)、水臌(路 14:2-4) 

熱病(可 1:29-30；約 4: 47-54) 

外傷－       大祭司僕人的耳朵(約 22:49-51) 

傳染性的－ 痲瘋病(太 8:2-4；路 17:11-19) 

一切的病痛－（太 4:23-24) 

死人復活－ 睚魯的女兒(可 5:41)；拉撒路(11:1-44)；拿因城婦的兒子 

鬼附帶來的疾病－癲病的孩子(可 9:14-29);鬼附的啞吧(太 9:32-33) 

                    腰不能直起十八年(路 13:10-17) 

因罪而有的病－ 癱子(約 5:14；可 2:3) 

 

二. 醫治禱告的基本原則 

 A. 愛的原則 (太 9:35-36; 弗 3: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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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信心的原則 (約 11:40; 來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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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盼望(期待)的原則(羅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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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饒恕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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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治的方式 

           1. 憑信心宣告神的話與應許(路 9:2) 

                有時需要避開不信的環境(可 6:38-40；6:1-6) 

    2. 按手，手的觸摸 (可 16:18; 徒 4:30)； 

a. 按手是基督教義的根基（來 6:1-2） 

b. 按手是主的吩咐與主的糢式 (可 16:18) 

c. 按手的部位：按手在病處或肩部(若不方便，可請病人自己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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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手得著的恩福 

   d-1 得著醫治 (可 16:17-18，路 4:40) 

    d-2 領受聖靈 (徒 8:14-17，19:1-2、6，申 34:9) 

    d-3 承接職份 (徒 6:2-6，13:2-3，申 27:18;22-23) 

    d-4 分賜恩賜 (提前 4:14，羅 1:11) 

    d-5 按手祝福 (可 10:13-16，創 48:8-15) 

 

          3. 吩咐與命令(可 5:41) 

不是吩咐主， 乃是吩咐身體順服神。 

          4. 抹油 (可 6:13; 雅 5:14; 賽 10:27) 

          "油"--橄欖油; 也是聖靈的膏油 

   5. 禱告布 (路 8:44-45; 徒 19:11-12) 

   6. 使病人觸摸你 (路 6:19; 徒 5:15) 

   7. 運用聖靈的恩賜(林前 12:4-11) 

 

四. 醫治中常見的疑問? 

1. 苦難和疾病是不是從神來的？ 

            神常透過苦難及疾病來操練我們的信心和忍耐。祂願意以祂的憐憫、恩典 

            把我們從疾病中拯救出來。 疾病可能是犯罪帶來的結果，也可能是犯罪 

            帶來的咒詛，但不一定是神要來懲罰我們。聖經中犯罪和生病者來到耶穌 

            面前，耶穌都先醫治他們的病，叫他們不要再犯罪。主沒有一次是先責備 

            再醫治的。 例: 約 9:1-12 (生來瞎眼的) 

 

2. 是否人人可得醫治？ 

     我們心裡常有疑問，每一個人都會得著醫治嗎？我能得醫治嗎？或是誰 

     有資格得醫治呢？根據聖經記載，主耶穌在他家鄉時，因人不信他就不 

     多行神蹟，只醫治幾個病人。 因此並非人人得醫治，但是人人都可以被 

     禱告，因為醫治的主權在於神。 例: 可 6:4-6 

 

 3. 「醫治禱告」與「醫藥」有衝突嗎？ 

      是不是靠禱告得醫治，就不需要看醫生吃藥？醫藥是神普遍的恩典，醫 

      治禱告則是經歷神加倍雙重的恩典。生病時，除了找醫生，也應該禱 

      告，雙管齊下。 醫生的藥物，也是神醫治的器皿。但倚靠藥物，絕不能 

      過於倚靠神。當醫生宣佈沒希望時，我們倚靠神的，仍有希望。 

      例:可 7:33， 約 9: 6，11 

 

4. 醫治會立刻發生嗎？ 

             醫治不一定會立刻發生，甚至有時禱告後，痛處好像更加疼痛。主的醫 

             治不是有或沒有，而是或多或少。有時我們需要長期、多次的禱告，可 

         以讓被禱告者，感受到神的愛。及弟兄姊妹的愛。 例:可 8: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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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著醫治後，病又回來了，該怎麼辦？ 

            要學習持守我們得到的醫治。 

5-1 感謝與宣告：要先說「感謝主」， 否則容易去找尚未得醫治的地 

      方， 就失去了信心， 有時幾天後，會再有一些疼痛，我們會否認 

      神的醫治。因此，要宣告主已醫治的，並為已得著的來感謝。 

      (詩 103:2) 

        5-2 心中有主的話，來持守主的醫治， 

             因神的話是我們信心的根基，神的話越多，信心就加增，不容懷疑暗 

             藏心中，不容撒但有機可乘。       

        5-3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因禱告是一把鑰匙，可以綑綁，可以 

              釋放(太 16:18-19;18:18-19)  

        5-4 不給仇敵留有地步， 不要再犯罪，恐怕遭遇的更加利害  (約 5:14) 

        5-5 給醫生(祭司)檢查   (路 17:14) 

        5-6 用心靈和誠實敬拜   (約 4:23) 

        5-7 作見證 (約 4:29；5:19-20) 

        5-8 起來服事(太 8:14; 可 1:31; 路 8:2-3) 

        5-9 獻上禮物(路 5:14) 

            5-10 保養顧惜身體，不放縱自己。  (林前 3:16-17; 6:19-20, 弗 5: 29) 

 

五. 醫治禱告進行的認知 

         心: 預備自己的心 (謙卑, 憐憫 等候 讚美 信心) 

         耳: 聽病人的分享, 聆聽神的話 

         靈: 分辨造成生病的原因: 保健? 個性? 遺傳? 咒詛? 傷害? 

         眼: 看神的工作, 看人的反應, 看四周的環境 (請睜開眼) 

         口: 向神呼求, 奉主名宣告, 命令, 斥責 

         手: 按手的含意與部位 

 

六. 醫治禱告中的屬靈現象  

         a. 禱告者: 暖流, 雙手刺痛, 發熱, 抖動, 觸電感, 預知感, 有時沒有感覺 

 b. 被禱告者: 發燙, 暖流經過, 流淚, 有如電流, 刺痛感, 肌膚跳動, 呼吸急 

            或重, 仆倒, 甩手或抖動, 方言, 喜樂的歡笑, 喊叫, 嘔吐等. 

                   

七.  醫治禱告後的結果: 

         a. 安慰沒有立刻得醫治的人, 鼓勵他們繼續祈求, 尋求神的旨意, 

有時神已工作, 只是我們不見得查覺, 或與我們所想不同, 因此 

            仍要為神的同在來感謝神. 

 b. 已得醫治者，請他們去給醫生查驗並憑信心持守醫治 

              *感謝神 *與神親近 *宣告已發生的醫治 *斥責仇敵的攪擾與懷 

               疑 *作見證 *保養身體  

         c.  收回陣地，被聖靈充滿 

         d.  感謝神, 將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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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溫馨提示：  

            a. 非人人得醫治, 主權在神   

            b. 持續的禱告, 非或有或無, 乃是或多或少  

            c. 不是醫生, 不要出藥方 

            d. 不定人的罪 

    e. 不對神失去信心與盼望 

            f. 要持守所得的醫治   

 

 

 

>>ˋ請見下一頁是『全身治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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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治療法 

 

伸展手臂   發現長短手時，伸出雙手，吩咐脊椎直立起來，脊椎骨 椎間板及頸骨

回到正確的位置，神經 肌肉 筋腱 韌帶 強健有力，並且吩咐手要長出來 

            

伸展雙腿   請他坐下伸出雙腿 用手握住踝子骨 看是否一樣長？ 若不一樣長，則吩

咐脊椎直立起來， 腰椎要回到正確的位置，神經 肌肉 筋腱 韌帶強健有力，而且

要放鬆下來，支持你的骨骼，吩咐腳長出來 

            

頸項治療   將我的大姆指自然的停在他的耳門和下顎的連接處，吩咐頸骨， 椎間

板回到正確的位置，所有肌肉，韌帶，筋腱強健有力，又奉主耶穌的名，吩咐頸項

得醫治 

            

骨盤治療  手握住骨盤， 看是否高低不平， 若有則吩咐骨盤旋轉至正確的位置， 

吩咐骨盤向內或向外 (內外八字時)，若有婦女病或攝護腺問題，吩咐恢復正常功能 

           

Spine 脊柱  Vertebral 脊椎骨  Disc 椎間板    Nerve 神經   Ligament 韌帶 

                     Tendon 筋健  Sacrum 薦骨  Tail Bone 尾骨  Muscle 肌肉 

 

＊＊背部的問題，多半是因脊椎骨與椎間板位置不對(錯開或滑椎)，因此醫治時要 

      奉主的名吩咐這兩者要回到正確的位置， 另外因為神經，肌肉，韌帶與筋健是 

      支撐骨頭的，所以也要奉主的名叫這些地方強健有力，而且也能放鬆來支持骨 

      骼的位置，因骨頭的位置不對，自然引發長短手及長短腳的問題。 

 

＊＊禱告：『我現在奉主的名，吩咐你的脊柱能直立起來， 

                奉主的名，吩咐你的脊椎骨 椎間板回到正確的位置 

          奉主的名吩咐你的神經、 韌帶、肌肉、筋腱都強健有力， 

          而且要放鬆下來，支持你的骨骼。阿門』 

         （若知道實際病因，可奉主的名斥責引發那病的邪靈） 

 

＊＊每天可為自己做的禱告 

 奉主耶穌的名， 我吩咐在身體裡每一細胞的電子波與化學波頻率都能協調與 

 平衡，並能消除壞的細胞，好的細胞不住增長，使免疫系統強健起來 

 

＊＊ Nucca 頸部疼痛   (將手放在頸骨有一柔軟地方) 

 奉主耶穌的名，吩咐你的頭與頸調整至正確位置，腦幹與脊椎骨連成 

 一線，奉主的名吩咐疼痛離開使背骨直立起來 

 

＊＊頭痛 

     奉主耶穌的名，我吩咐在你太靠近的血管與神經間插入一栓，奉主的名吩咐 

     疼痛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