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治及健康之音
大家好,这是你的牧师.
罗10: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
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
我们的信心是从继续不断的听神的话
语而来.保罗说我们要不断的听神的道.
这卡带的内容共有4个部分:

立刻知道他们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
心里为什么议论这事？9 对瘫子说『你
的罪赦了』, 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
走』,哪一样容易呢？10然而为了要你们知

不可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

回家去吧.」12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

事.8这必使你的身体健康,使你的骨头滋润.

当众出去了.众人都非常惊奇,颂赞上帝,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25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 26

是他的旨意要你得痊愈.

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痛苦,又花尽了她

记得,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三.我会带领你作个人医治的宣告.

一切所有的,不仅毫无起色,反而更加沉重.
27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面来杂在人群中
间,摸耶稣的衣服. 28 因为她说:「只要摸
到他的衣服,我就必痊愈.」29于是她血漏
的源头立刻乾了,她在身体上感觉到病已经
得了医治.30耶稣自己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
里面出去,就转过来对群众说:「谁摸了我的

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祷告. 15
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人康复,主必叫他
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赛58:6,8

个人也得着医治.
 箴17:22
心里喜乐就是良药；心灵忧郁使骨头枯
乾.
 诗103:2-3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
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
治你的一切疾病.
 诗107:20
他发命令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

6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这样吗？不是要松开
凶恶的锁链,解开轭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

 诗118:17

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轭吗？8这样,你的光就

我必不至于死,仍要存活，并且要述说

必突然发出，象黎明的曙光,你的伤口就必

耶和华的作为.

快快复原；你的公义就必行在你的前面,耶
和华的荣耀要作你的后盾.

 使10:38
并且知道上帝怎样用圣灵和能力膏立拿

挤你,你还问『谁摸我』吗?」32 耶稣周

作假见证的必要灭亡,聆听真情的人,他的话

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围观看,要看作这事的女人. 33 那女人知

长存.

福.

太8:16-17到了黄昏,有些人带了许多被鬼

你们中间有人患病吗？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

的心中.因为得着它们就是得着生命,整

撒勒人耶稣.他到各处行善事，医好所

衣服?」31门徒对他说:「你看,这么多人拥

仔细的看耶稣

 雅5:14-15

不可让它们离开你的眼目,要谨记在你

 箴21:28

四.我会为你和你的家人释放牧者的祝

第一部分

也要离恶行善,寻找并追求和睦.

说:) 11我吩咐你,起来, 拿起你的褥子,

治那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 而且知道

停顿一下, 好让你能够默想神的话语.

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咀唇不说诡诈的话；14

 箴3:7-8

一.仔细的看看耶稣. 看看耶稣如何医

许. 每次读完一段经文之后, 我将会

谁喜爱生命，爱慕长寿，享受美福,13 就要

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瘫子

可5:21-42
当耶稣正要前去医治睚鲁的女儿途中, 遇
到一位病得很重的人.

二.你将听到神在圣经中有很多的应

 诗34:12-14

道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兢地前
来向耶稣俯伏，把实情全告诉了他. 34
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平安地回去吧, 你的病已经好了.」

附的人来见耶稣,他只用一句话就把污灵赶

 玛4:2

 箴18:8

可是，对你们敬畏(敬拜)我名的人,必

搬弄是非的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脏

有公义的太阳升起来照耀你;它的翅膀

腑.

光线有医治的效能.

 诗119:92-93

 罗4:17-20

出去，并且医好了所有患病的人.17这样

可9:14-27

如果我不是喜欢你的律法，就早已在苦难中

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了你作万国的父.

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亲自除去

耶稣从山上下来,有人把被鬼附的儿子带到

灭亡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训词,因为你

」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得生命、使无变为

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耶稣面前.

用这些训词使我存活.

有的神.18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 仍然怀

可1:40-42有一个患麻疯的人,来到耶稣跟

20他们就把孩子带到他跟前.那鬼一见耶稣
就立刻使孩子抽了一阵疯 倒在地上 流着

 出15:26 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

着盼望去信，因此就成了万国的父, 正
如神所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 」19

 可16:18

「我肯，你洁净了吧！」42麻疯立刻离开

的律法.3他象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结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了他,他就洁净了.

果子, 叶子总不枯乾；他所作的一切,尽都
顺利.

 罗9:33 信靠他的人，必不致于羞愧.
 林前15:45

 罗8:11

 弗1:15-17

耶稣基督 - 末后的亚当成了使人活的灵.

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

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

 彼前5:7

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

对众圣徒的爱心,16就不住的为你们献上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来4:16

来.

感谢.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17求

.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
 加3:13

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

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

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 得到恩惠,
 太20:32-34

作为及时的帮助.

耶稣就站住,叫他们过来,说:「要我为你们作

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

 弗3:16-21

什么呢？」33他们说:「主啊，求你开我们

 诗91:1-7-

上的，都是受咒诅的.」

16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

的眼睛.」34耶稣就怜悯他们，摸他们的眼

1住在至高者的隐密处，必在全能者的荫

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

睛.他们立刻能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庇下安居.

 赛53:5

17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

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

 结37:3-4

的保障，你是我的上帝，我所倚靠的.」

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

18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

他问我:「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

3他必救你脱离捕鸟的人的网罗,脱离致

鞭伤,我们得医治.

的长阔高深,

我回答:「全能的主！唯有你才知道.」他又

命的瘟疫.

19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

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对它们说:

4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你，你要投靠在

 耶30:17

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的一切丰盛.

『枯乾的骸骨啊! 你们要听神的话.

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信实象盾牌, 象坚

虽然人都说你是被放逐的,是没有人关心的

20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

锡安；我却必使你康复,医治你的创伤.』

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来10:21-23

5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恐,或是白日的飞箭.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22我们

6也不必害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在正

21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

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身体也用清水洗净

午把人毁灭的毒病.

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阿们.

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

7虽有千人仆倒在你的左边,万人仆倒在你

的信,进到神面前；23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

的右边，但灾害必不临近你.

 太4:23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
扬天国的福音，医治民间各种疾病.
 诗145:9
耶和华善待万有，他的怜悯临到他一切所
造的.

2我要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

垒.

 诗119:18

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出你话语的奇

信实的.

第三部份

 弗1:7

个人化的宣告

妙.
 可5:34

 太14:14

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耶稣上了岸，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病已经好了.」

医好了他们的病人.
 箴18:21

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
过犯得到赦免，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
 罗8:1
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

我会带领你作个人医治的宣告:
 因耶稣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
(彼前2:24)
 耶稣代替我的软弱,担当我的疾病.
(太8:17)

 当我将我的忧虑与重担交给他,神所赐
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保守我的心
怀意念,我的思想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腓4:7)
 他必保守我完全的平安,因为我专注着他
,我的心倚赖他, 信靠他. (赛26:3)
 我持着信心的盾牌就能熄灭那邪恶者所
射的每一支箭. (弗6:16)
 我领受了义的恩典,就要藉着主耶稣基督
在生命中作王. (罗5:17,19; 提后2:12)
 我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旧的
已经过去了. (林后5:17)

在基督里

向他们借贷.

我是受膏抹得胜利.

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 就要尊敬你
.

帖后3:1 最后,弟兄们, 请为我们祷告,

11 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

好叫主的道也象在你们那里一样快快传开,

地上, 都绰绰有余.

得着荣耀.

8:18 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

28:12 耶和华必为你敞开天上的府库, 在
每个季节赐福与你地所产的.
13 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
.

当你在危难时,主必应允你因他是你的坚
固堡垒. 当你求告他,愿他应允你,并赐给

我是受委托成为优秀杰出.

你心中的渴望和梦想.
你每日把忧虑卸给他,他把天上的福气倾

我相信, 在基督里我得最高的恩宠. 不
得着最高的恩宠,极深的爱,极大的祝福.
他为我的罪孽压碎了–因他的鞭伤, 我
得了医治.很肯定的,他担当我的一切软弱,
背负我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不会有任何
的病毒和疾病.

倒在你身上. 愿你得看见你和你子孙在各
方面丰富.
他大大的满足你,愿他的光照耀你的路径,

我们的责任较重,要向神负责及同时会影
响较多的人.
我们面对较大的属灵挑战.
我们比较显著, 很多人会很留意.
你的代祷改变我们对您及在世界的服事.
这使我们能超越个人的力量,而靠神的能力
服事.
以下是你为我们代祷所能得的福气:
太10:40-42

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 你一生的日子必充

40「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

满欢悦,喜乐,平安及基督满溢的爱.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41 因先知的名接

在你人生的旅途上, 愿喜乐淹没你全人
, 愿你如鹰重新得力.

基督已救我脱离了律法的咒诅. 所以基

为什么我们需要你的祷告?

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

我是有能力成功.

论我往那里去,神的恩宠在我的身上. 我

每天为我们祷告15分钟

9 耶和华立你作为自己特别的圣民,天下

2.新约的祝福

我不可能受咒诅.

当你在驾驶,行走或作其他事时在灵里

每日清晨,主赐你新的怜悯,他的恩惠和他

待先知的，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因义人
的名接待义人的,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42无论谁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些

的圣灵必帮助你在信心上站立得稳. 愿你

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给了我健康以取代疾病.

长活宣告基督测不透的丰盛.他那不改变的

他决不会得不到他的赏赐.」

他给了我富裕以取代贫穷.

手保守你一生的岁月.

督已救赎了我脱离疾病,贫穷和死亡.

撒上30:24

他给了我生命以取代死亡.

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得的福气

第四部份

民6:24-26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祝福

愿耶和华使他脸上荣光照你 赐恩给你

下战场的得多少,留守武器的也得多少, 应
当大家平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