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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得病 

 

洁净 
医治 
恢复 

 

健康，⽣生命 



从耶稣 看医治 
 

⻢马太:狮 (君王)『盼望的弥赛亚.』 
⻢马可:⽜牛 (仆⼈人)『完成神的⼯工作.』 
路路加:⼈人 (⼈人⼦子)『是⼀一个完全⼈人.』 
约翰:鹰 (神⼦子)『神⼉儿⼦子,⼈人之主』 



从⻢马可 看医治 
 

⼀一章⼀一章看 
结果... 

 

每章都有，神的医治 



圣经中的医治? 
 

⽤用原⽂文查所有，医治的意思 
 

全⽅方位的医治 
全能的医治者 



1) 全圣经，看医治 
4/26 

 

 

2) 从⻢马可，看医治 
5/24 



圣经中的 “医治” 
 

旧约 Rapha' (raw-faw') 
(WH07495) 

 
 



新约中的 “医治”： 
Hugies (hoog-ee-ace') (WG5199) 

Therapeuo (ther-ap-yoo'-o)(WG2323) 

 Iaomai (ee-ah'-om-ahee) (WG2390)  

Iama (ee'-am-ah) (WG2386)  

Sozo (sode'-zo) (WG4982)  



1) 身体上的医治 Rapha' 
 

⼈人若在⽪皮⾁肉上⻓长疮，却治好了了。利利13:18 
 

⻅见他的⼤大痲疯痊愈了了。 利利14:3 
 

神就医好了了...他们便便能⽣生育。 
创20:17 



身体上的医治 
瞎⼦、哑吧、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 
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太15:30 

 

只要你说⼀句话，我的仆人(瘫痪病)就必好了。太 8:8 
 

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4982。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 
好了2390。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4982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罢！你的灾病(复原)痊愈5199了。 

可5:28,29,34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雅 5:15 



2) 情感上 精神上的医治 
 

他医好伤⼼的人。  诗147:3  
 

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诗6:2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不⽌止呢？我的伤痕
为何⽆无法医治、不不能痊愈呢？耶15:18 



3) ⼈人际关系上的医治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 
箴12:18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 
将新灵放在他们⾥里里⾯面。 结11:19 



4) ⾏行行为上的医治 (改过) 
 

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 
医治他；又要引导他。赛57:18 

 
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 

⽤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 
是我医治他们。 何11:3   



5) 灵性上的医治 (罪得饶恕) 
 

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 (耶三22) 
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 (何 14:4) 

 

耶和华垂听希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
(原文作医治) 代下30:20  (WH07495) 

 

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 
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 (诗41:4) 



灵性上的医治 Sozo (WG4982)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雅 1:21 



6) 危难，危机上的医治 
 

在那⾥，⽕必烧灭你；⼑必杀戮
你，吞灭你如同蝻⼦。任你加增⼈
数多如蝻⼦，多如蝗⾍罢！你增添
商贾，多过天上的星；蝻子吃尽而

去... 你的损伤⽆法医治 
鸿 3:15-16,19 



危难，危机上的医治 
 

地震动，⽽且崩裂； 
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

动。 
 

诗 60:2  
 
 

地震，⽕火灾，⻛风灾，⽔水灾，旱灾，冰灾，⾍虫灾，经济，暴暴动，瘟疫 



7) 物质上的医治 
 

神说：我治好了了这⽔水。王下2:21 
 

使⽔水变甜 (原⽂文得医治) 结47:8 
海水也变甜了。 结47:9 

 

洼湿之处不不得治好。 结47:11 



8) 经济上的医治 
 

医治他们的地 代下7:14 
 

我治好了了这⽔水，从此必不不再 
使⼈人死，也不不再使地⼟土不不⽣生产 

王下 2:21   



9) 医治国家，国家复兴的医治 
 

我们想医治巴⽐伦，他却没有治好。耶51:9 
 

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
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 何7:1 

 
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
埃及⼈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 
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 赛19:22 



10) 医治刑罚(因罪带下的刑罚) 
 

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 
107:20) 

 

我损伤，我也医治。 (申32:39) 
他击伤，用手医治。 (伯 5:18) 

 

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 
医治他民鞭伤的⽇⼦。 (赛 30:26)   



11)赦罪，代替负罪 (指救恩) 
 

哪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
罪孽压伤；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
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赛 53:5) 
 

眼睛看见，⽿朵听见，⼼⾥明⽩，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赛 6:10) 



赦罪，代替负罪 (指救恩) 
 

他将要⽣⼀个⼉⼦，你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因他要将⾃⼰的百姓从罪

恶⾥救出来。 太1:21 
 



12) 医治被⻤鬼附 (赶⻤鬼) 
 

还有被污⿁缠磨的，也得了医治。 路 6:18  
 

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 
带到耶稣那⾥，耶稣就医治他。太 12:22 

 
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疯。耶稣就斥责那
污⿁，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亲。 路 9:42 

 
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压制的人。 



医病和医被⻤鬼附 
 

可3:15并给他们权柄(医治)赶⻤鬼 
 

(权柄)       { (医治) } 
(WG1849)  { (WG2323) } 



医病和医被⻤鬼附 (常写⼀一起不不需分开) 
 

耶稣治好了 许多害各样病的⼈， 
又赶出许多⿁。 可1:34   

 

又赶出许多的⿁，⽤油抹了许多病⼈， 
治好他们。可6:13 

 

那⾥的⼈把⼀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
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

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太 4:24 



医病 和 医被⻤鬼附 (都是医治) 
 
 

路 6:17 

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路 6:18 

还有被污⿁缠磨的，也得了医治  
 

制伏⼀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路路 9:1 



13) 医治和教导 也常在⼀一起 
 

 
耶稣⾛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 

传天国的福⾳，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太4:23 
 

在会堂⾥里里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太 9:35 

 
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路路 5:15 



14) 教导，刑罚，医治 (常⼀一起) 
 

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必定死！创2:17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申23:21 

 
我损伤，我也医治。 (申32:39) 
他击伤，⽤⼿医治。 (伯 5:18) 



15) 得救=医治 (⽣生命的医治) 
我们说 厉害的医⽣生是：起死回⽣生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可16:16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太10:22 
⼈⼦来，为要拯救失丧的。 太18:11  
他救了别⼈，不能救自己。 太27:42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太16:25  
主阿，救我们，我们丧命啦！太8:25 



16) 医治 就是 报告福⾳音 
医⽣生给药就是医治 
神给福⾳音就是医治 

 

主的灵在我⾝上，因为他⽤膏膏我，叫我
传福⾳给贫穷的⼈；差遣我(医治)报告:被
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
的得⾃由，报告神悦纳⼈的禧年。(路4:18-19) 



17)医我们与神和好，就是福⾳音 
 

罗 5: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西 1:22  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

⽆可责备，把你们引到⾃⼰⾯前。 



医病是医今⽣生，福⾳音是医永⽣生 
 

传天国的福⾳，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太 4:23 
宣讲天国的福⾳，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太 9:35 
就出去，⾛遍各乡宣传福⾳，到处治病。路 9:6 

 
林前 15:2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

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医治)。 



路加这两节所描述：耶稣的做为 
 

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 许多有疾病的，
受灾患的，被恶⿁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
⼦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看见，瘸⼦
⾏⾛，长⼤痲疯的洁净，聋⼦听见，死⼈复
活，穷⼈有福⾳传给他们。  (路7:21-22)   

 
(医病，助灾，赶⻤鬼) (开恩，洁净，复活，传福⾳音) 



施洗约翰问耶稣(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做为) 
(医病，救灾，赶⻤鬼) (开恩，洁净，复活，传福⾳音) 

⼈人的需要，然后，⽣生命，灵命，灵魂的需要 

医病是医今⽣生，福⾳音是医永⽣生 

教导，刑罚，赶⻤鬼，医治，拯救 (常⼀一起) 



什什⺓⼳幺是医治?  (国语辞典) 

诊断疾病， 
治疗疾病， 
康复痊愈。 

英⽂文解释: 恢复健康 Become Healthy 
 

全圣经都在写: 
(诊断，教导) (治疗，案例例) (康复，荣耀) 



全圣经都在写: 
(诊断，教导) (治疗，案例例) (康复，荣耀) 

 
圣经都是神所默⽰的， 

于教训、督责、使⼈归正、 
教导⼈学义都是有益的。  

提后 3:16   



Rapha' (WH07495) 
 

18) 医治者 (医⽣生) 
 

医生就用香料薰了。 创50:2 
 

都是无用的医生。 伯13:4 
 

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 
代下 16:12 



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 
可以找医⽣生，但必须求神 

 
主阿，救我们，我们丧命啦！ 

太8:25 
 

为危机求神，为地震求神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诗103:3 
 

全⽅方位 的医治 
全能的 医治者 

 



医与神和好，信靠耶稣 
医与⼈人和好，互相代求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雅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