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讲) 
 

从⻢马可，看医治 
 

5/24/2020 



⼈人的需要，各种医治 
	

身体上的医治  疾病上的医治  灵性上的医治 
情感上的医治  精神上的医治  ⼈人际关系医治  
⾏行行为上的医治  思想上的医治  国家复兴医治 
物质上的医治  经济上的医治  危难上的医治 

 
医治也⽤用在不不太想到的地⽅方  
救恩， 赶⻤鬼， 传福⾳音！ 



救命就是医治 
1) 性命的医治: 救命=医治=得救 

主阿，救我们，我们丧命啦！ 太8:25 
 

2) 永⽣生的医治: 赦罪，代替负罪 
 

3) 赦免的医治: 罪的刑罚被医治 



赶⻤鬼就是医治 
 

路路 6:17-18 

⼜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了医治 

 

医病 和 医被⻤鬼附 都是医治 



报告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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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告(医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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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语辞典看医治 
全圣经都在写医治 

 

诊断疾病，    (诊断，教导) 
治疗疾病，    (治疗，案例例) 
康复痊愈。    (康复，荣耀) 



⻢马可 第⼀一章 第⼀一句句 
 

1:1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报告福⾳音 就是医治 
医⽣生给药 就是医治 
神给福⾳音 就是医治 



第2段 约翰预备福⾳音 (认罪悔悔改) 
 

1:2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路  
 

路路3:3 宣讲悔悔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路 1:76-77 
孩⼦阿！你要称为⾄⾼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在主的前⾯，豫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第3段 耶稣传福⾳音 
 

1:14  约翰下监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利利利，宣传神的福⾳音 

 
太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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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治贯串串全经 
⻢马可每章都有 
甚⾄至每章多次 



第⼀一章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 可1:32 
 

耶稣治好了了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可1:34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 可 1:30   
 

有⼀一个⻓长⼤大痲疯的来求耶稣  可 1:40 



第⼀一章 
 

在会堂⾥里里，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耶稣责备
他说:不不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罢 可1:23-25 

 
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可1:32 

 
⼜又赶出许多⻤鬼。 可1:34 

 

在加利利利利全地，进了了会堂，传道，赶⻤鬼。  
可1:39 



从⻢马可，看医治 
 

得医治的诀窍 



可1:23-27 在会堂⾥，有⼀个⼈被污⿁附着。 
他喊叫说：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甚⼳相⼲？ 
你来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上出来罢。 

污⿁叫那⼈抽了⼀阵疯，⼤声喊叫，就出来了。  
众⼈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 
这是甚⼳事？ 是个新道理阿！ 

他⽤权柄吩咐污⿁，连污⿁也听从了他 



1) 赶⻤鬼靠权柄，医治也靠权柄 
 
 

可3:15 并给他们权柄(医治)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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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上出来罢 
 

这⼈没有求过耶稣来医治他来赶⻤鬼 
 

耶稣用权柄吩咐污⿁，连污⿁也听从了他 
 

2) 这⼈人没求神，神医治是神⾃自⼰己主动 
3) 神与⼈人之间， 重要的是神的主权 
4) 如何医治， 重要的是那位医治者 



医治者 (医⽣生) Rapha' 
 

医生就用香料薰了。 创50:2 
 
 

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 代
下 16:12 

 

要得医治， 重要的是：医治者 



是神的主权，但 
5) 神也给了了我们权柄 

 

并给他们权柄(医治)赶⻤鬼 
可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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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洗约翰预备福⾳音 + 耶稣传福⾳音 



6) 要 求神 
 

有⼀个长⼤痲疯的来求耶稣，向他跪
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慈⼼，就伸⼿摸他， 
说：我肯，你洁净了罢！ 

⼤痲疯实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不不求，神有主权医治 
想要，就向神求医治 



那城⾥有个寡妇,常到他那⾥,说: 
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 
他多⽇不准。后来⼼⾥说： 
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他伸冤罢， 

免得她常来缠磨我！ 路18:3-5 



要求神，要求神 
 

7) 可以找医⽣生，但必须求神 
 

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 



8) 愿意帮助的医治者 
 
 

耶稣说： 

我肯，你洁净了罢！ 



愿意的神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
给⼉⼥，何况你们在天上的⽗，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  

太7:11 



9) 求的态度，⽴立场 

 

可1:40 有⼀一个⻓长⼤大痲疯的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了 

 

求，谦卑卑的态度，知道神的主权 
 

X  这对你来说是⼩小事 . . .  
X  帮我⼀一下我懒得做 . . .  
X  好吧死⻢马当活⻢马医 . . .  
X  今天你必须帮助我 . . .  



10) ⼤大有信⼼心的求 
 

可1:40 有⼀一个⻓长⼤大痲疯的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了 

 

⼤大有信⼼心！ 必！  
是必！ 是必能！ 



11) 神跟⼈人是能互动的 
 

神有主权，也给权柄，也能互动 
 

⼤大痲疯求耶稣… 
耶稣动了了慈⼼心… 
说：我肯！ 



王下 20:1-6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
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留

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不能活了了。 
 

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
记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行事，⼜又做

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了。 
 

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
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
卫的　神如此说：我听⻅见了了你的祷告，看⻅见了了你的眼
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年的寿数 



12) 有能⼒力力 的医治者 
 
 

⼤痲疯实时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13) 治百病 万能医治者 
 

 
耶稣治好了了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可1:34 



14) 全⽅方位 的医治者 
 

 
耶稣动了慈⼼ 
就伸⼿摸他 
说：我肯! 



15) 为⼈人代求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 
就有⼈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 
扶他起来，热就退了。 

可1:30-31 



16) 代求 各种需要 
 

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 可1:32 

 
有人带着⼀个瘫⼦来见耶稣，是⽤四个人抬来的；因为
⼈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拆了房顶，既
拆通了，就把瘫⼦连所躺卧的褥⼦都缒下来。耶稣见他
们的信⼼，就对瘫⼦说：⼩⼦，你的罪赦了。 可2:3-5 



17) 患难中，神帮助，拉⼀一把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他就服事他们。 可1:30-31  



18) 要感恩，要回应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扶他起来，热就退了，

他就服事他们。 可1:30-31   



19) 回应 感恩 要真实 
 

如经上说：这百姓⽤嘴唇尊敬我，

⼼却远离我。他们将⼈的吩咐当作

道理教导⼈，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可7:6-7  



20) 荣耀归给神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了加利利利利的四⽅方 
 

你愿意，为神做⻅见证吗? 
愿意传讲别⼈人的⻅见证吗? 



21)不不按⾃自⼰己的意思，按神的意思 

 

耶稣对他说：你要谨慎，甚么话都不不可
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那
⼈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
开了了，叫耶稣以后不不得再明明的进城，
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  (可1:44-45) 



是神的⼼心意! 是神的名字! 
神是 Yes, Yes, 的神 
林林后1:20 在基督都是是的。 

 

从全圣经看⻅见，神想要医治我们 
从⻢马可能看⻅见，神⼀一直都在医治 
每章都有医治，甚⾄至好⼏几个医治 

⼈人在乎疾病的医治， 
神的⼼心意是多⽅方⾯面丰富的医治 



回应祷告 
 
 

感谢神的⼼心意 
代求各种需要 
荣耀神做⻅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