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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书珥的旷野，

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读经 在 野走 三 ，找 着水。

23到了玛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玛拉。

24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甚么呢？」

出十五
22-26

25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

26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 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 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天「医」无缝
出十五22-26

诸蔡筱枫师母 2020.03.01
分享于长庚养生村教会

诸长乐牧师生平事略(主后年) 1984 华神道学硕士科毕业，任石牌信友堂首任传道
1954 出生
1964 蒙召
1967 大同初中留级、毕业

1986 女儿诸耀君出生...
1987 按牧
2015 自石牌信友堂退休，任职37年

1973 建夜毕、重考
1978 辅仁大学毕业
1981 献身至中华福音神学院受装备

自 堂 年
2016 赴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牧会
2019/5/15 因胆管炎入院治疗引发胰脏炎，

72天后医疗专机返台1981 献身至中华福音神学院受装备
1982 与蔡筱枫姊妹结婚

72天后医疗专机返台
2019/8/13 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台北，享寿65岁

后记：1. 2020/3/1 长庚养生村教会主日崇拜讲员因检疫缘故，由诸蔡筱枫师母代替，见证上帝作为

后记：2.本课程内容，系诸长乐牧师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三年半期间，所传讲之主日信息

后记：3.承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提供录音，石牌信友堂张雅佩、郭欣华姊妹整理文字、录音，始得完成

感谢神，虽然外面有一些疫情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照常平安的在这里聚集。
今天跟大家分享 天「医」无缝今天跟大家分享：天「医」无缝。
在这个时候，上帝真的可以医治吗？是不是信耶稣真的就不会得病呢？

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思考 让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思考，让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

首先自我介绍，我是教会的师母，1984年到2015年一直在石牌信友堂服事。
我有一个女儿 有个洋女婿 女婿现在也是传道人 我女儿生了三个小孩我有 个女儿，有个洋女婿，女婿现在也是传道人，我女儿生了三个小孩，

五月份就有第四个外孙来报到了，他们在北美的教会牧会服事。

我先生从石牌信友堂退休之后，我先生从石牌信友堂退休之后，
我们从2016年到2019年在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服事，
后来我先生因为生病回天家了，我才会住到养生村。

我是去年10月住进来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家人。

天「医」无缝，从刚才那个经文当中我们分三方面来思考，
我们来认识神的医治；为什么我们需要医治？我们又如何经历医治呢？



一、认识神的医治
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出了埃及 然后在旷野当中遇见挑战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当中遇见挑战，

第一个挑战：水苦，水不能喝。这么多人，旷野没有地方喝到干净的饮水。
首先上帝的医治是把「苦水变为甜」，把苦水改变成可以喝的水，首先上帝的医治是把「苦水变为甜」，把苦水改变成可以喝的水，

这是第一方面─上帝可以「医治环境」、解决外在的问题。
第二方面要「医人」：这群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会发怨言，

风平浪静时好像大家都不错，一遇到环境有挑战的，问题又来了。
到底是环境有问题？还是人有问题？

群 牢 帝 帝所以这群会发牢骚、发怨言的人，上帝要把他们塑造成为上帝的圣民。
上帝跟这些人立约，要把这群人成为上帝属神的百姓、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子民。

哇！这个上帝的功课好难喔！哇！这个上帝的功课好难喔！
这群会发牢骚、抱怨的人，上帝怎样医治？

经文中宣告：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经文中宣告：我 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他会医治外在的环境，也会医治人里面的问题。

旧约圣经提到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圣经会「启示晓谕」他是什么样的神，
而不是「我希望」他是什么样的神 有些经文帮大家做了个整理而不是「我希望」他是什么样的神。有些经文帮大家做了个整理，

我们的上帝，他就是一位医生，他其实有很多幅自画像，
今天特别集中看—他就是一位医生：今天特别集中看 他就是 位医生：
1.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耶十七14）

2.耶和华我的神阿、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诗三十2）

3.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诗四一4）

4.他打破又缠裹，击伤又医治。（伯五18）

5.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病疾。（诗一○三3）

6.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 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何六1）

7 他缠裹百姓的损处 医治他民的鞭伤 （赛 ）7.他缠裹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的鞭伤。（赛卅26）

8.公义的日头出现，有医治之能。（玛四2）

9 我要医治他 使伤心的人得安慰 （赛五七18）9.我要医治他，使伤心的人得安慰。（赛五七18）

10.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赛五八8）

11.上帝甚至说：回来吧，我要医治你背道的病。（耶三22）

12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出十五26）12.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十五26）

13.耶和华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 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王下廿5）看见了 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王下廿5）

上帝回应人的祷告，以致于他医治希西家王。
14.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赛五三5）

15.有病的我必医治，失丧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结卅四16）

帝 话从这一连串上帝自己启示晓谕他的话语中，
我们认识上帝他就是一位医治人的神，

他某 个形象就是 位医生他某一个形象就是一位医生。

其次，我们看到上帝自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圣经所启示晓谕的「耶和华的名」 在他的立约当中 好像他递给我们名片圣经所启示晓谕的「耶和华的名」，在他的立约当中，好像他递给我们名片。
所有的宗教信仰信奉的对象是有一个「神像」的，唯独基督教信仰「没有像」；

对比于没有像，神是赐给我们他的「名」。对比于没有像，神是赐给我们他的「名」。
这个「名」是「自有永有」(出三14－15) 的意思
也是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常常说的「我是」。

「我是世上的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跟旧约圣经一样，是「我是」的一位神。这一位上帝跟人是有关系的。

我们华人有一个信仰─「老天爷」，两岸三地不分哪里的华人都有这个概念，
可是这个老天爷跟我有关系吗？你会发现我们平常日子过的平顺的时候，

跟他没什么关系 只有当我做了亏心事的时候 半夜突然有 些跟他没什么关系；只有当我做了亏心事的时候，半夜突然有一些
不大对的声音、影像出现；这个老天爷对我们也常常好像是警察似的，

你平常乖乖的 跟他没什么交情；你做坏事 亏心事的时候你平常乖乖的，跟他没什么交情；你做坏事、亏心事的时候，
他突然警鞭来了、吹哨子来了、罚单来了。



耶和华的名衍生的七个复合名
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耶和华神是跟你我有关系的」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耶和华神是跟你我有关系的」，

耶和华神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这些「复合名」，
「复合名」就是说在人的生活里面「经历神」「复合名」就是说在人的生活里面「经历神」、

在人生命中的每一个关卡里面「认识神」，
也就是「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认识神」。「 」

当以色列百姓缺乏的时候，经历到第五个「耶和华罗以」─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致于缺乏。(诗廿三1)( )

亚伯拉罕经历到「耶和华以勒」─
耶和华必预备(创廿二13-14)

「耶和华尼西」，他们在打仗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打，根本打不过别人，却发现─

上帝是我的旌旗( 十 )上帝是我的旌旗(出十七15)

上帝是可以被人认识、被人经历的，上帝是垂听人的祷告，回应人的祷告的。
甚至在以色列人坏到不得了的时候 提到「耶和华齐根努」 (耶廿三6)甚至在以色列人坏到不得了的时候，提到「耶和华齐根努」 (耶廿三6)，

意思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
以色列人败坏到一败涂地，要被刑罚亡国灭种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坏到 败涂地，要被刑罚亡国灭种的时候，

可是上帝竟然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义。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属主的儿女，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是上帝说的。

在法庭当中我们就是不折不扣的罪人。
从成长的过程就会知道，肚子里面的坏主意，不用上学就会长出来，

我们要上学 要有父母亲的谆谆教悔 才能够知书达礼 进退有据我们要上学，要有父母亲的谆谆教悔，才能够知书达礼、进退有据。
而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上帝早就知道。

我们今天提到的经文是「耶和华拉法」( )我们今天提到的经文是「耶和华拉法」(出十五26)，
上帝自己宣告─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为什么需要医治？在我们还搞不清楚我需要医治的时候为什么需要医治？在我们还搞不清楚我需要医治的时候，

上帝就预备了他自己，他是一位医生。

二、为什么需要医治？今天读的经文，
1 要医水─水苦 他们经过的是旷野沙漠地 他们过去在埃及的时候1.要医水 水苦。他们经过的是旷野沙漠地。他们过去在埃及的时候，

尼罗河流域的歌珊是整个尼罗河冲积平原，非常肥沃，那个河水是自己来的；
而在旷野沙漠地是没有水源的，所遇见第一个水源是很古旧的一滩死水，而在旷野沙漠地是没有水源的，所遇见第 个水源是很古旧的 滩死水，

矿物质极高，那地方的水看起来真的就是所谓「海市蜃楼」：
水非常翠绿，因为里面充满了藻类，所以那个水是苦涩的，

不能喝，好看而已，它不是活水。
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会击打盘石出水，那个是地下水，

从盘 涌流出来 他们所遇 的第 个水 竟然是这个苦涩不能喝的水从盘石涌流出来；而他们所遇见的第一个水，竟然是这个苦涩不能喝的水！
环境当中有问题、有状况，上帝自己要来进行医治，医治环境。

这是在外在的环境当中上帝所要来做的医治这是在外在的环境当中上帝所要来做的医治。
2. 人的问题。人会发怨言会发牢骚，我们是牢骚专家。

最近不能出去，就会越发想出去；需要戴口罩，越觉得戴着口罩不能呼吸啦；最近不能出去，就会越发想出去；需要戴口罩，越觉得戴着口罩不能呼吸啦；
最好访客不要进房，就越觉得好想有访客来看我…

人里面好像长了一根反筋，总是有个反骨在那边隐隐发作，不见得一定是环境。
生命好像是一个杯子 杯子里面都装了某些液体 有时候碰到外在的环境生命好像是 个杯子，杯子里面都装了某些液体，有时候碰到外在的环境，

一碰，那里面的液体就洒出来了，里面装的是什么，洒出来的就是什么。
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谁看你、谁跟你靠近，你都觉得他很不顺眼，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谁看你、谁跟你靠近，你都觉得他很不顺眼，

老觉得这个人惹我厌恶、惹我心烦。
有时候必须给我们自己把把脉，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肚子里就已经装满了一肚子苦水，任何人靠近你一下，

苦水就洒出来，苦水还好，有时候是馊水。求上帝怜悯。

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是环境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问题。
到底我们里面生命的量器当中，我们都装了些什么呢？
是因为外在环境害我变成那样子不可爱的人是因为外在环境害我变成那样子不可爱的人，

还是因为我里面本来就有一摊的苦水？
耶和华神宣告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神宣告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他要处理的是人里面的问题。



3.神的律例典章 (出七25-26)

上帝在那里为他们定了 <7760> 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上帝在那里为他们定了 <7760> 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 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 <7760> 与埃及人的疾病加 <7760> 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这两节经文做了一些标记：定了律例、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旁 编号我旁边写了个小小的编号 7760。

神学家把所有的希伯来字都订了编号，这个字的编号是7760，
所有圣经旧约的希伯来字的编号一共才八千多个所有圣经旧约的希伯来字的编号 共才八千多个，

当讲员讲说「原文」怎么说，你会知道其实已经谜底揭晓。
这几个动作原本是同一个字，就是上帝已经「稳妥、安置了」某些的秩序规则。

「定了」7760 这个字，有点像英语的「set」，像电脑「要安装」的意思，
就是说上帝定了律例，他已经安置了。上帝安置了日头、安置了月亮星宿、

创造的时候把光和暗分开 把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创造的时候把光和暗分开、把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
创造万物各从其类─是有秩序的，这就是上帝定下了律例。

神说：「我会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这里所提到上帝的医治 不见得是什么神医大会这里所提到上帝的医治，不见得是什么神医大会，
而是他所提到的：你们在埃及生活的时候，

吃的是埃及人的食物，喝的是埃及人的水，吃的是埃及人的食物，喝的是埃及人的水，
看的是埃及人的电视，当然也就生埃及人的病，

可是你今天不做埃及人的奴隶了。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马上在 出十九 跟他们立约，也可以说以色列人
就被换发一张新的身分证。就好像我们进入养生村，拿了一个住民证；

拿了住民证进来就要做村民；做村民的时候，就需要遵守村里的规定来生活。
所以一样，当以色列出埃及，上帝跟他们立约，他们就换了一张新的身分证。

对比 下 本来的身分证 国籍 埃及 职业 奴隶对比一下：本来的身分证，国籍：埃及，职业：奴隶；
新的身分证，国籍：耶和华国，因为神说你们成为上帝的国民；

职业：君尊的祭司 好厉害喔！摇身一变！昨天是奴隶职业：君尊的祭司。好厉害喔！摇身一变！昨天是奴隶，
出了埃及今天变君尊的祭司！好厉害！翻身了！乞丐变王子了！

可是问一下，会不会做啊？奴隶做了430 年早就练成精了，
今天摇身一变成君尊的祭司 会不会做？今天摇身 变成君尊的祭司，会不会做？

乞丐变王子了，第二天王子要上朝，就是悲剧的开始─
乞丐变王子，那个王子上朝的时候还带着便当，

因为怕下餐没得吃，还要兜着点。

旧约圣经当中，上帝定了律例、典章、诫命，
他其实的意思是说：这是我们的「生活规范」。

他教我们怎么生活、怎么样真的做一个君尊的祭司。
我们 经 身分改变我们已经是了，身分改变了，

可是要有新生训练，要讲习一下：
需要医治 生来就是奴隶 做了430年的奴隶 要脱胎换骨需要医治—生来就是奴隶，做了430年的奴隶，要脱胎换骨，
需要时间—上帝亲自用律例典章教他们。
需要医治—是因为不会，是因为这群人骨子里面是一个奴隶，需要医治 是因为不会，是因为这群人骨子里面是 个奴隶，

而上帝给了这些诫命律例典章，他其实是教他们如何生活。

而用「摆设」「set」这个字眼所定的律例典章，
也就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所摆设的秩序和界线 而这个宇宙性的秩序和界线也就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所摆设的秩序和界线，而这个宇宙性的秩序和界线，

就成为人类到社会道德伦理的秩序界限的基础。华人有三纲、五伦、四维、
八德，从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一套的道理，八德，从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套 套的道理，

都有一定的秩序跟界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认为对、所认为正的。
还好，圣经当中的启示晓谕，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普世价值的准则。

当要推动两性平权类似法案的时候，我从机场回来搭了计程车，
那个司机满脸愁容的。「你刚下飞机喔？」我说「对啊。」
「我讲给你听喔！」他就把他里面的忧心忡忡说给我听，他怕我不知道，

最后还加了一句：「上帝创造人不就是创造男的跟女的吗？」
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 就问他「你有进过教会吗 」「啊 我没有啊 」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就问他「你有进过教会吗？」「啊，我没有啊。」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啊，想也知道啊！上帝创造不就是男的跟女的吗？
怎么去搞得不男不女！」他心里面有一种怨气 我就以神的话回应给他怎么去搞得不男不女！」他心里面有一种怨气。我就以神的话回应给他，

我说：「上帝在我们里面放了这种道德的界线跟准绳，你有无愧的良心。」



所以我们不必怕世界的黑暗，不必怕环境当中的界线模糊，
反而人心更渴望有一个真理的准则在那里反而人心更渴望有一个真理的准则在那里。
天下的乌鸦虽然一般黑，

可是人并不甘心都同流合污，只作黑乌鸦，可是人并不甘心都同流合污，只作黑乌鸦，
只是有的时候没有勇气跨出来做白乌鸦而已。

需要医治─就是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需要医治 就是因为天下乌鸦 般黑，
可是人心里却渴望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是洁净的，

让自己看得舒服，让自己也顺眼一点的生活的方式。
社会环境越混乱，反而人心越渴望的是一种秩序，

世界的环境越让人摸不清头绪，
越让人渴望 「 应该有的秩序跟界线在 里 」越让人渴望：「那应该有的秩序跟界线在哪里？」

谢谢主，让我们属主的儿女，生命当中有神的话，有一个是非之心。
我们不但有这样的智慧 上帝还赋予我们有勇气活出这样子的秩序跟界线我们不但有这样的智慧，上帝还赋予我们有勇气活出这样子的秩序跟界线，

当这个秩序跟界线被破坏的时候，就成为一种病，需要医治，需要救赎。

疾病的定义：有时候是指罪恶跟祸患，有的时候是互为因果，种罪孽就收败坏，
我们华人最懂这种报应理论 常常会说：我们华人最懂这种报应理论，常常会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上帝创造的自然律当中包含报应、因果关系，上帝创造的自然律当中包含报应、因果关系，

可是它却不是一个机械化的运作；
上帝治理世界有这律，有这个准则，可是不是唯一的，不是一个机械化的；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就一定只能打洞！
上帝的创造有更多的，这是圣经当中会让我们看见的。

疾病还包含心灵的忧伤跟痛苦。在养生村我遇见非常多的长辈，让我非常的敬佩，
我最喜欢吃饭在餐厅的时候偷听别桌的聊天，有非常多的当年勇，
让我听得 愣 愣的 比饭还好吃 我们老人家走过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让我听得一愣一愣的，比饭还好吃！我们老人家走过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

吃的盐比我吃的饭还多，体会到很多人生的大智慧，可以说是笑傲江湖！
谢谢神 许多老人家真的好像经历水火谢谢神，许多老人家真的好像经历水火，

可是走出那些水火跟生命当中的被剥夺，老人家已经不再看见脸上的愁苦。

我有一次去剪头发，剪头发的小姐突然跟我说：「有刚刚进来的人，好苦喔！
面部僵硬，还没有走出来。」可能他们更需要走出来，可是往往把自己面部僵硬，还没有走出来。」可能他们更需要走出来，可是往往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谢谢神！让养生村的老人家总是在电梯里彼此笑脸相迎。

我刚刚住进来的时候老迷路，我住在8楼，电梯坐到7楼我就傻眼了！
遇见一位老姊妹，她推着Walker，我问她：「请问我住8楼，怎么去啊？」

她就带我走到这个楼梯，说：「你从这个楼梯上去，之后这样走就到了。」
她看我 副菜鸟 只 你知道吗？她把助行器丢了 陪我爬了 段楼梯！她看我一副菜鸟一只，你知道吗？她把助行器丢了，陪我爬了一段楼梯！

感谢神，我觉得在我们里面就是有光，就是有爱，在彼此的应对当中。
就算我们生命当中吃过苦，是不是心里面一定会中毒呢？不一定。就算我们生命当中吃过苦，是不是心里面 定会中毒呢？不 定。

有些长辈们的确就像那个美发师跟我说的还没有走出来，还不行─
是需要医治，是可以被医治的！

疾病有时指着灵性的败坏。耶利米书「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上帝创造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这块料，经不起诱惑试探，

马上软弱跌倒 谁能识透呢？当然 他能识透 我们都知人知面不知心马上软弱跌倒，谁能识透呢？当然，他能识透，我们都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全然知道我们，却一样爱我们，还预备要来医治我们，这是我们的上帝。

疾病的由来：
有的时候是因为犯罪 我们自己心知肚明 犯罪就需要悔改有的时候是因为犯罪，我们自己心知肚明。犯罪就需要悔改，

上帝并没有立刻让我们一剑毙命，马上审判我们，
他给我们忍受住一些他的管教，让我们有机会悔改。他给我们忍受住 些他的管教，让我们有机会悔改。

有的时候会是出于魔鬼的攻击。像 约伯记，可是还好，上帝比魔鬼大，
上帝不允许，魔鬼不能动我们一根寒毛。会有魔鬼的攻击，可是，不用怕。

疾病有的时候是为了显出上帝的荣耀。
中古世纪的时候曾经有黑死病，当时欧洲的人口一半都在黑死病当中过去了。

那时候也是 样封城 是很神奇的 罗马封城 大家拼命疯狂的逃那时候也是一样封城，可是很神奇的，罗马封城，大家拼命疯狂的逃，
有些人没逃，疫情过了大家回到罗马城，发现城里的人都变成基督徒了？

基督徒没有逃 留下在城里面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基督徒没有逃，留下在城里面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
以致于城开疫情过去的时候，都变成基督徒了─从这里面显出上帝的荣耀。

我们也不能够说出个所以然 疫情怎么来？为什么走？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能够说出个所以然，疫情怎么来？为什么走？没有人知道，
可是却在当中显出上帝的荣耀，在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疾病有时候是因为违反自然律—
天冷了没穿衣服 饮食不正常 该运动没运动天冷了没穿衣服，饮食不正常，该运动没运动。

我搬进养生村上了课才知道有一种叫做「生活习惯病」，
生活习惯病还包含肌少症，缺乏运动、饮食不正常就变肌肉流失，生活习惯病还包含肌少症，缺乏运动、饮食不正常就变肌肉流失，

这是违反自然律，身体当然就产生了这些病变。
有的时候是一种自然律。某些属灵的前辈，圣经当中的伟大人物，

他们要回天家了，圣经就说他们寿命已尽，特别说他们是日子满足。
怎么样叫做日子满足呢？你的满足跟我的满足的标准还不一样。

「上帝会带来医治」，真的是「有求必应」的那样子医治吗？
前面提过我先生是在日本服事，后来生病，牧师生病一定是全教会祷告，

我们因为在台北的教会服事30多年 所以不只东京的教会祷告我们因为在台北的教会服事30多年，所以不只东京的教会祷告，
台北的教会也祷告，可是上帝就把他直接接回天家了。

那时候大家信心都非常受打击 真的很软弱─上帝是可以医治人的那时候大家信心都非常受打击，真的很软弱─上帝是可以医治人的，
可是他却没有医治，没有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失望。

可是在那过程当中，我却很惊讶地发现：是他的日子满足吗？
也许就现在的平均寿命而言 他65岁好像还不够吧？你们刚有看到他的照片也许就现在的平均寿命而言，他65岁好像还不够吧？你们刚有看到他的照片，

每个人都说他相貌很好，很有晚福，晚年一定如何如何。
我也思考、困惑很久，后来真的让我思考─上帝所带下来的医治更是神奇！我也思考、困惑很久，后来真的让我思考 上帝所带下来的医治更是神奇！

我们在日本服事，日语都不会，因为我们在华人的教会牧会服事，
所以通常在服事的时候旁边都有一堆人帮我们翻译，所以通常在服事的时候旁边都有 堆人帮我们翻译，

有从台湾、香港、中国去的华人，在那边就学就业，帮我们翻译；
甚至我先生最后住院的时候，24小时排班在病房里帮他翻译。

日本的病房是不需要有家属陪伴的，护士包办一切，可是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WeChat群组，有50多个人，都是为了帮他翻译排班。

我们在日本住院79天，那些不信主的医护人员都很惊讶：
「牧师是做什么的啊？这是什么人啊？」因为日本社会普遍冷漠，

虽然说是家属不必照顾 也基本没有访客 没有家人来的虽然说是家属不必照顾，也基本没有访客，没有家人来的，
而我们那个牧师，病房里门庭若市。

在那过程里我们真的体会，我们好像瘫子，需要有朋友，有四个朋友来抬着
我们才有办法服事 有些会说一点英语的护理人员 就提到：我们才有办法服事，有些会说 点英语的护理人员，就提到：

「噢！你们不只四个朋友，我没有看过一样的！」
谢谢神，我们活出在我们最软弱当中，最不成人形的当中，谢谢神，我们活出在我们最软弱当中，最不成人形的当中，

让人看见上帝在做的事情，我想这是我们软弱当中的医治。

在那个情境里面更神奇的是我们的教会，因为我先生是主任牧师，他回天家了，在 ， ， ，
可是谢谢神，教会里的长老，他去的时候才按立的教会长老，

起来带领教会、主礼礼拜、带领圣餐不说，
还负责讲道─这个教会得医治了！

而我觉得上帝做更厉害的医治是我们台北的教会，
对于 个已经离开3年多的退休牧师对于一个已经离开3年多的退休牧师，

台北的教会发动了捐款，
为了把病弱的牧师用医疗专机载回来台湾─为了把病弱的牧师用医疗专机载回来台湾─

我想这是上帝所做的！

比我们所想象的一个从病里面得医治的牧师，
我会发现上帝做得更多─他让两个教会经历了更新我会发现上帝做得更多─他让两个教会经历了更新，

而有更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愿意服事主，愿意付代价的服事主！愿意服事主，愿意付代价的服事主！

老牧师虽然是个不怕死的，60多岁老牧师，
到了东京之后还在打全场，从头跑到尾。东京之 还在 ，
他就是当跑的路跑尽了；

感谢神，所信的道守住的；当打的仗打完了。

不过没有那么悲苦，
我们台北、东京的弟兄姊妹都说牧师很快乐，
我们还开玩笑的说，他当吃的美食也吃完了！

谢谢主，这个是日子满足，他的日子满足了。
上帝恩待 让我们生命里面有 个不同的算盘上帝恩待，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算盘，

让我们所数算的是他的恩惠。



三、如何经历医治？
1 当水苦的时候 不能饮用的水 这时候上帝指示丢树入水1.当水苦的时候，不能饮用的水，这时候上帝指示丢树入水，

怎么会就好呢？不知道，可是摩西就照做了。
2.对人的医治呢？会发怨言的人苦呢？上帝就指示他的律例典章，对人的医治呢？会发怨言的人苦呢？上帝就指示他的律例典章，

他怎么样指示摩西把树丢在水里就变成可以喝了，
他同样指示摩西这些律例典章，要人谨守。

「界限神学」：
上帝的医治当中，对人是设定律例典章，这是人生命当中应当有的秩序与界限；

就如同神把光和暗分开，把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
把海和陆地分开，所有的创造万物通通都各从其类。

我大学是主修生物的，生物学非常讲求分类，
界门纲目科属种，动物界、植物界，最下面是种，
「种」的定义是 在自然环境 自然条件之下不能够交配 它绝对不会混乱「种」的定义是：在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下不能够交配，它绝对不会混乱；

上帝所有创造当中都有界线、都有秩序。

上帝又透过他的启示晓谕写下了圣经给我们，让我们看见非常明确的。
诫命其实是「道德律法」 律例是「民事律法」 典章是「礼仪律法」诫命其实是「道德律法」，律例是「民事律法」，典章是「礼仪律法」，

就是你跟道德、神、人之间的秩序跟界限，非常的明确，
也可以说，上帝所启示晓谕的诫命、律例、典章也可以说，上帝所启示晓谕的诫命、律例、典章

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秩序和界限。

旧约律法提到，有些东西是洁净的，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旧约律法提到，有些东西是洁净的，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
在主前第十四世纪，所知有限，上帝没有办法全部都写了，不然我们也看不懂。

我们晓得某一些东西洁净它就可以吃，不洁净就不能吃，圣经当中没有说明原因，
譬如：猪。现在主要的蛋白质肉品来源都是猪，可是在主前第十四世纪，

圣经晓谕的时候说猪是不洁净的，不要养猪、不能吃猪，也不能用来献祭。
从科学的应证当中 前几年曾经有过口蹄疫的问题 在 ℃就可以完全的灭菌从科学的应证当中，前几年曾经有过口蹄疫的问题，在80℃就可以完全的灭菌，

可是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熟食，所以上帝教牠们是不洁净的；
而且猪是「杂食类」的动物 洁净的动物 圣经教他们都是「草食类」的而且猪是「杂食类」的动物。洁净的动物，圣经教他们都是「草食类」的，

都是倒嚼的、可以反刍的，洁净的动物跟人生活在一起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如果当时猪是主要的肉品来源，他们当年在旷野漂流都住帐棚，
如果养猪 大概还不用去打仗 就已经把自己脏死了 那个环境卫生如果养猪，大概还不用去打仗，就已经把自己脏死了，那个环境卫生…。

圣经的律法书也许我们今天不大爱读，可是它是主前第十四世记，
上帝教他们在那个背景当中生活 甚至还有一些教你怎样简易隔离的：上帝教他们在那个背景当中生活，甚至还有一些教你怎样简易隔离的：
如果有一些开放性的皮肤病就是所谓大痲疯，

祭司要负责检疫，还教你怎么检疫─祭司要负责检疫，还教你怎么检疫
如果有这个问题，你要「独居营外」，

也就是所谓「检疫」的问题，隔离检疫。
圣经教我们这些过日子的智慧，是非常丰富、真实、具体可行的。谢谢神！

信仰是用来生活的，不是只有罪得赦免、死后上天堂，
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

就可以经历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
在这个 线中引 我们在这个界线中引导我们，

可以活出属神儿女应有的那个荣光。

最近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听到有些状况，
韩国很大的感染源是一个新天地教会；韩国很大的感染源是 个新天地教会；
韩国的新兴宗教非常多，基督教非常的丰富，

包含非常多的异端，这教会已经是列名的异端。包含非常多的异端，这教会已经是列名的异端。
他们发生问题之后

公然反叛政府所订的规定，仍然继续的聚集，
还宣告说上帝会医治我们，上帝会保我们平安，

你只要来聚会你就不会得病…，公开的挑战公权力。

我们留意：是不是基督徒就一定会保平安？
圣经中上帝话语给我们秩序跟界线，上帝教我们要隔离检疫；

某些疾病我们就是没有抵抗力某些疾病我们就是没有抵抗力，
需要隔离检疫的，需要有这个秩序跟界线。

所以感谢神 在我们养生村的教会跟整个养生村非常的配合所以感谢神，在我们养生村的教会跟整个养生村非常的配合，
整个都井然有序的进行着。



那也留意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境呢？
十多年前我去缅甸宣教 帮助缅甸神学院做培训 缅甸有7%的基督徒十多年前我去缅甸宣教，帮助缅甸神学院做培训，缅甸有7%的基督徒，

虽然是个佛教国家，可是缅甸的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村归主。
当去到北边跟当地的信徒接触时，因为他们常常会去山区的村子当去到北边跟当地的信徒接触时，因为他们常常会去山区的村子

布道传福音，当地有一个果敢族的老人家跑下来，
非常兴奋地到神学院说：「你们赶快派福音队上去！」

原来有个少数民族叫做布兰族，个都不信耶稣，很心硬的。
上个月布兰族的村子里发生了瘟疫，因为缅甸的医疗比较落后，

政府的卫生人员都不敢上去，所以村子里死了很多人，
可是却发现在里面的基督徒，就像当年中世纪黑死病的时候那些基督徒，

从那些基督徒的表现中 那些布兰族的人说从那些基督徒的表现中，那些布兰族的人说：
「我们要信耶稣。我们知道基督徒不一样，我们要信耶稣。」

所以他说你们赶快派人上来 怎么不一样 他没仔细说 是不是都没生病呢？所以他说你们赶快派人上来。怎么不 样，他没仔细说，是不是都没生病呢？
还是说都去帮助别人呢？还是说就是很勇敢的仍然照常的生活呢？他没有说。

在宣教的经历中，我们台北的教会曾经支持蒙古共和国的宣教。
蒙古是1990年脱离苏维埃 之后才有办法让宣教士进去蒙古是1990年脱离苏维埃，之后才有办法让宣教士进去，

可是宣教士进去之后，传福音一直效果不好，
一直到93年的时候，我们宣教士所在那个城市直到93年的时候，我们宣教士所在那个城市

突然有大量的人归主，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已经有一个瑞典的宣教士在那边服事了两三年，原来当时已经有 个瑞典的宣教 在那边服事了两 年，
一直没有办法推展，那个宣教士儿子一岁生病死了，
在一个大冬天里面，蒙古邻居来帮他在天寒地冻中挖掘墓穴，

把他一岁的儿子埋葬了。
他们举行葬礼，那个瑞典的宣教士读主的话、祷告、唱诗、流泪，

完成了丧礼之后 在他旁边的蒙古邻居跟他说完成了丧礼之后，在他旁边的蒙古邻居跟他说：
「我们现在要信耶稣了。」

这宣教士好惊讶：为什么？这宣教士好惊讶：为什么？

这个蒙古人说：「我们现在知道你跟我是一样的。我的孩子会死，
你的孩子也会死 所以你的神 我也要让他成为我的神你的孩子也会死，所以你的神，我也要让他成为我的神。
我最初以为，你们这种信洋教的，洋人蓝眼睛白皮肤的，

这个神只是你们的神，只保护你们，这个神只是你们的神，只保护你们，
可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一样都会死。你讲的耶稣我本来觉得那是你的，

我现在知道也是我的，因为我看见那个埋在硬土里面的你的儿子─
那个上帝还可以做他的神，这个神我也要。」

蒙古因为医疗的缘故，婴儿的夭亡率很高，所以他的邻居说：「我也要。」
那个时候开始，在那个城市中福音有大突破。我是2005年去的，

那时他们的城市里已经有1500个基督徒。他们没有会堂，只是用体育馆聚会。
上帝的医治 不是所想象的让你长生不老 永远不死 百毒不浸 不是的上帝的医治，不是所想象的让你长生不老、永远不死、百毒不浸，不是的。

上帝来，医治人的心；上帝来，使人的心可以转向上帝；是为着上帝已经预备好，
那个丰富的 荣美的恩典 让人的心是可以领受 是可以迎接神的那个丰富的、荣美的恩典，让人的心是可以领受，是可以迎接神的。

感谢神，这个是我们都能够经历的医治。我们不能限定上帝要用我的方法。

最近因为中国的疫情非常严重，我跟过去曾经培训过的几个教会领袖联络，
他们说： 「我们不能公开聚会 可是上帝给我们的话是—他们说： 「我们不能公开聚会，可是上帝给我们的话是
『这一季往下扎根、下一季才迎接向上结果。』更深的好好的做门徒栽培，

没有大型的聚会，可是更深刻的研读主的话、受培训，预备迎接主再来。」没有大型的聚会，可是更深刻的研读主的话、受培训，预备迎接主再来。」
他们是预备好的童女，他们是可以成为为主多结果子、为主得人的。谢谢神！

在疫情当中，这位医治人的神使我们心灵有平安。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日子满足是怎样，可是上帝知道，有他在管；
我们里面满有平安，不会惧怕。我们需要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该隔离的隔离，该清洁的清洁，村里面很有智慧的做了安排，
我们顺服这所有在上执政掌权的，在我们心灵当中，我们是六神有主。

谢谢主！我们称他为主，他回应我们，这是我们所信仰的，
我们所认知的─天「医」无缝。

谢谢神！我想 虽然在外在的疾病环境当中 我们没有 个人有免疫力谢谢神！我想，虽然在外在的疾病环境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免疫力，
可是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耶稣都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们可以不惧怕。感谢神！



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主！当我们求告你的时候，
我们真的知道你垂听 而且按照你的旨意 你回应 你工作我们真的知道你垂听，而且按照你的旨意，你回应，你工作。

谢谢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些养生村的长辈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真的知道我们每位长辈在家族当中有多大的影响力，
面对每一个儿孙的态度，我们的言行举止，如何成为他们的支持。

谢谢主！让这一场的疫情当中谢谢主！让这 场的疫情当中，
我们真的活出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属你的荣美。
谢谢主！我们缺乏信心的 求你加给我们信心谢谢主！我们缺乏信心的，求你加给我们信心，

我们心里软弱的，主啊！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刚强跟力量。
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