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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期

  本期專文

◆張雅謙 老師

突破醫治的心路歷程

前言： 

第一次經歷為人禱告得醫治

2009年的天國文化特會裡，是我多年來
渴望並學習為人身體醫治禱告，第一次有立
即明顯的果效，看著被禱告的弟兄，上下樓
梯走來走去地說著：「有比較好了，好9成
了！」內心充滿著喜悅與感動。

這也鼓勵著我更多閱讀與聆聽這方面的信
息，使我在醫治禱告的觀念與經歷上都有許
多突破。雖不是每次都得醫治，但比例卻比
以前多。雖不覺得自己是專家，也不是要寫
關於醫治禱告的完整教導，只是分享個人突
破的心路歷程，或許可以給有類似情況的人
作為參考，帶來突破。

多年渴慕醫治釋放的大能

小時候，聽大人分享奉耶穌的名趕鬼的見
證，知道耶穌的名超乎萬名(腓2:9)，也有
幾次夢見黑暗的權勢來臨，小小心靈雖然恐
懼，但也單純地奉耶穌的名斥責，立即榮光
充滿，如同電流，經歷聖靈的大能。

青少年時，教會有幾次邀請醫治佈道家
來佈道，聽到奉耶穌的名得醫治的見證令我

振奮。國中讀了趙鏞基牧師的《第四度空
間》，高中讀了醫治佈道家或奮興家《宋尚
節傳》，還曾夢見：「我在房子裡，奉耶穌
的名禱告醫治病人，而後走到房外，田野裡
充滿了人，我就對他們佈道。」

在全職蒙召服事之後，更加渴望這樣的恩
賜，因為身為牧者，更常需要為病人禱告，
就研讀這類的書，參加醫治特會。雖然自己
經歷過長短手被禱告長出來，然而那時卻還
未經歷為人醫治禱告，有立即明顯的果效。
也會思考原因何在？

一、追求的突破：恩膏和與主的關係

在美國牧會時，有一次參加一場為渴慕靈
恩的牧者辦的退修會，也有機會與一些靈恩
的牧者交流，我渴望在那次退修會可以領受
醫治的恩膏。在最後一天結束的午餐，有位
牧師急著找我，說他有強烈的感動要為我禱
告，我想：「太好了，終於輪到我了。」於
是他禱告說：「主說：不要追求恩膏能力，
你要追求主，當你與主的關係更加親近時，
恩膏能力就自然來了。」

雖然跟我期待不同，但卻感動我的心，或
許主知道我渴望恩賜的動機不成熟，也提醒



(太11:2-3)，約翰的疑問可能是：「舊約預
言彌賽亞來臨時，其中一件事是使被囚的出
監牢，如果耶穌是彌賽亞，為何他沒有救我
出監牢？」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
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
瘸子行走，長大痳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
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凡不因我跌
倒的就有福了。」 (太11:4-6)

比爾牧師解釋：「耶穌的回答是要施洗約
翰專注在神正在作的事，不要專注在神沒有
作的事，或因為神沒有作的事而跌倒(或被
冒犯)。」他也曾經為著至親禱告沒得醫治
卻過世了而傷心難過，但他不要因此就不再
為病人禱告，反而定意要專注在神正在作的
事，因為神仍然在醫治，更多想到有許多醫
治的見證，就繼續為病人禱告，而醫治的見
證也就繼續發生。

所以在呼召回應時，比爾牧師說要為信
心受傷的人禱告：「就是過去因著禱告沒得
應允，你的心很受傷，你一直專注在這樣
的事，現在你需要放下，讓它過去，不要專
注在神沒有作的事。要專注在神正在作的事
上。」

這話講中了我的光景，因為我曾經看過一
件醫治禱告不但沒有成就，反而帶來很大傷
害的事件，以致每當醫治禱告時，我常會想
起這個傷害的事件。因此我禱告：「主，我
要放下，我要讓它過去。」我感動落淚，內
心有很大的釋放。如同主沒有說明為何沒救
約翰出監牢的疑問，雖然我不知道那次傷害
事件的答案是什麼？但是我願意說：「主，
我要專注在你正在作的事上。」然後，比爾
牧師就請大家開始為旁人禱告，我就經歷了
第一次為人身體禱告得醫治的神蹟。

這經歷幫助我在信心上有很大的突破，
雖然不是每次禱告都得醫治，但是我知道如
果我一直想著沒得醫治的例子，我就會擔心
害怕，失去信心，
我要專注在神的作
為，就會越來越有
信心。所以現在為
人禱告時，即使一
開始只好了一成，
我也要專注在這已
好的一成感謝讚美
主而繼續禱告，也
就看到更多醫治的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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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該追求的乃是主自己。如果追求能力只
是為了成就感，而非出於愛(林前13:1)，就
有危險。主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常在祂
裡面的，自然就有能力 (約15:5) 。如同Dan 
Mholer牧師所說：「醫治的動機是愛，即使
沒有立即得醫治，也要讓人感受到愛，因為
愛永不失敗。」

二、關係的突破：天父的愛與恩典

有段時期，我對於「追求主、與主的關
係」，有點律法主義，偏向依靠自己的敬
虔，換取與主的關係卻不自知，是一種奴僕
的心，而非兒子的心(羅8:15)。然而有一次
更新突破的夢：我夢見被地上黑暗權勢追
逐，於是我飛到天上，變成了小孩子，天父
很開心地跟我們這些小孩在餐桌上吃飯，祂
很和藹可親，有說有笑。當時我不太明白，
因為這不是一般我對天父會有的形象。因著
近年來，「天父的愛」、「天父的心」的信
息，我更加了解，與主的關係，根基是建立
在天父的愛與恩典中，以及一顆單純回轉像
小孩的心。

如果我們對天父的形象，只有嚴厲挑剔
的，親近主只是因著恐懼或功德的心理，就
容易落入奴僕的心。然而明白天父的愛與
恩典，如同傑克．福斯特在《經歷天父的擁
抱》一書所說：天父一想到你就開心。就能
夠坦然無懼的，或者更積極地說，是開心自
在地來到天父的面前，以神為樂(羅5:11)。

恩典的誤用會變成放縱私慾(羅6:1-2, 
15)，然而正確地明白天父的愛與恩典時，
將吸引我們親近主，與天父建立親密的關
係，有能力勝過罪惡，並啟動恢復神原本按
著祂的形象創造我們時，放在我們裡面的那
美善、愛與大能的形象。而醫治禱告不再是
倚靠自己的敬虔(徒3:12)，而是因著天父的
愛與恩典。如同伯特利教會的醫治事工主責
牧師Chris Gore說：「我多年覺得醫治很困
難，因為覺得醫治的關鍵是與我有關，但是
當我明白關鍵是基督所成就的事，祂在我裡
面，透過我，醫治就容易了，因著恩典，才
能成就不可能的事。」

三、信心的突破：醫治受傷的信心

2009年天國文化特會比爾(Bill Johnson)
牧師說要為「信心受傷的人」禱告。他講到
施洗約翰在獄中差人問耶穌是否是彌賽亞



　　　　　　　　　

3

四、重重框架的突破：耶穌是主

之後我也常上網聽這方面的信息，有一位Dan Mohler牧師分享他為一個
患有腦瘤的嬰孩禱告時，最初不知道是腦瘤，只知道是癌症末期，就抱著他
說：「耶穌是主，我奉耶穌的名命令癌症離開這個嬰孩。」幾天後就得醫
治。他說：「有時不知道細節反而好，因為知道太多反而禱告太用自己的力
氣(血氣)。我只需要知道耶穌是主就夠了。」這觀點對我來說很顛覆。因為
以前我覺得知道更多相關資訊，才能更有效地禱告。但他說：「我們研讀醫
治禱告的書，卻常專注在幾十個不得醫治的原因，以致我們雖然相信醫治，
卻覺得有重重難關條件，潛意識覺得醫治很難。我不需要知道原因或太多細
節，我只需要知道耶穌是主就夠了。」這實在是顛覆我的想法，卻又打中我
的情況。

我學了一些醫治禱告的原則，這些原則也有幫助，不
是說了解一些資訊細節不重要，只是我太專注在不得醫治
的原因，在為人禱告時，我會想說：「他有沒有信心？」
「他有沒有一些罪還沒處理？」「這背後有沒有黑暗的
權勢或來自祖先的咒詛？」「旁邊會不會有人有不信的
靈？」就覺得要滿足神蹟的條件有好多，想得太複雜了，
潛意識底下覺得很難，也就沒什麼信心。

所以這個想法幫助我突破並得釋放。有一次我為一個學
生的背痛禱告時，就先不問太多，單純相信耶穌是主，就
先為背痛禱告了大約4次，疼痛逐次減輕到剩一點點。後來
他分享這個背痛的歷史時，我才知道這背痛已有20多年，
看了很多醫生，花了幾十萬元，非常折磨人，也作了許多
的禱告，我想還好我一開始沒有知道太多，否則我會覺得
它是巨人，我只是蚱蜢，就沒有信心禱告了。

五、感覺的突破：恩膏與感覺

Curry Blake也是一位醫治佈道家，有人給他某種幫助喉嚨或體力的口含
錠，效果不錯，可是吃了之後手會麻麻的，但是一開始他以為是恩膏來了，
就開始醫治禱告，後來給他口含錠的人問他吃了手會麻麻的嗎？他才驚覺原
來那不是恩膏的感覺，只是口含錠的副作用。他問主：「那為什麼還是有醫
治發生呢？」主說：「你一直有醫治的恩膏，也可以醫治，只是你常常要等
到有感覺才願意行在恩膏中。」恩膏不等於感覺。後來他常常在一般情況，
甚至在吃飯時，有人請他禱告也得醫治。

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突破，以前我會覺得要有某種氛圍或感覺比較有恩
膏，有當然好，只是現在知道不要因為沒有特別的感覺或氛圍就以為沒有恩
膏，有幾次，我只是在一般生活情況中像吃飯時、辦公室或聊天時，幫人禱
告，也得醫治。

結語：

限於篇幅，有許多突破及見證難以細述。總之，過去學習醫治禱告時，
因著律法主義，以及過度專注在不得醫治的原因，設下許多的框架，無法突
破。然而當我放下受傷的心，更加明白天父的愛與恩典，就經歷醫治的更新
與突破。雖然這不是關於醫治禱告的完整教導，也不是絕對的真理，只是個
人突破的心路歷程，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盡相同，希望可以給一些人在實作
上作為參考，以致在醫治禱告上，能有所突破。願神賜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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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見證

有靈，有神，有愛

在
我的生命被神翻轉以前，我是個電子

工程師。許多年前我留學美國。畢業

後，為了要能在那裡定居下來，我拚命地工

作。因為在那個陌生的環境裡，我沒有親

人，沒有朋友，我只有自己。在職場與人競

爭、拚鬥二十多年下來，我從一個什麼都沒

有的留學生，成了管理跨國部門的主管。但

是職場也把我磨成了一個獨來獨往，對人很

冷漠的人。

耶穌總結律法說，你要愛主你的　神；

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己。前面那半句，我完

全能接受，也努力地去做；但是那後面半

句，對我來說，就好像根本都不存在。還

好，上帝不是因為我們是完美，才呼召我

們；祂也不是因為我們已經預備好了，才呼

召我們；否則，大概永遠也輪不到我，我怎

麼想也不明白，神為什麼會揀選一個這麼冷

漠孤僻的人去當個牧師。

但是祂就是有辦法，在你的外面興起環

境，在你的裡面產生催逼，讓你非走祂的路

不可。於是我申請並且進了靈神。剛進靈神

時，我以為自己是靈神的客戶；我花錢、花

時間來這裡買知識；修完所有該修的課程，

就得著了一個學位，使我有資格去教訓別

人、改變別人。結果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在

靈神得到的，是金錢買不到的寶貝。因為常

常接受別人無條件的恩典，我學會了要給

予；因為課業與服事的雙重壓力，我學會了

要倚靠；因為看見學長姊服事我，還虛心接

受批評，我學會了要謙卑；因為同學在衝突

後彼此認罪悔改，我學會了要饒恕。上帝用

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我和師長、同學間的

互動，一點一點地塑造我、醫治我，恢復我

對人的愛心。祂藉著我人生的第二次留學，

把祂兒子的生命更多地賞賜給我。

不僅如此，祂還附贈了一群我以前沒有

的弟兄姊妹，使我們的生命緊緊相連。他們

和我的年齡不都相仿，有的年齡不到我的一

半；他們和我的背景也不盡相同，有警察，

有公司老闆，有大學教授；我們一同出遊、

一同服事、一起享受恩典、一起接受試探。

我們在爭執中互相接納；在挫折中彼此打

氣。因為他們，我更多地認識自己；因為認

識自己，就更多地認識那位造我的 神。

有好幾個人問我：你幹嘛非要去唸神學

院？自己靈修、讀經難道不行嗎？以前，我

也贊同這樣的觀點。的確，現代人所能掌握

的資訊非常的豐富，但卻不知道如何從海量

的信息中去選擇真正有用的內容。網路上有

各式各樣的說法，我們可以依從這個人，也

可以跟隨那個人，但是這些人並不認識我

們，他們不能負我們生命的責任，他們不能

在我們遇見難處的時候，來為我們的生命狀

況把脈。靈神的師長們不只是傳授知識的學

者，也是在教會中服事的領袖；他們能給我

們的，不只是理論，還有他們自己多年跟隨

主、服事主的寶貴經驗。他們認識我們，關

心我們的生命。

神造就一個傳道人，不僅是要他有知

識，也要他的生命能成長與改變。所以我認

為，一所合神心意的神學院，不但要看重知

識的傳授，也應該關注學生生命的成長。靈

神正是一所這樣的神學院；它不只使我在認

識  神的知識上得著更新，也改變了我的生

命。希望你也能夠得到這樣的祝福。

道碩三年級/胡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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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巡禮

◆  趙鳳雀傳道 /第十九屆校友

  曠野中的綠洲-耶利哥

從
一片黃土曠野駛進寬闊綠洲平原－耶利

哥平原，不禁要讚嘆在曠野開道路，在

沙漠開江河的神是如此真實。聖經裡稱耶利

哥城是棕樹城（棕樹就是椰棗樹），直到如

今仍然盛產椰棗，到處可看到結實累累的椰

棗樹。

 遺跡考古證實耶利哥老城遺跡已有一萬

年，是全世界最古老城市，也是全世界海拔

最低的城市。現今的耶

利哥不再繁榮，真的像

曾經被咒詛的地方，現

在居住人口只有三. 四

萬人，屬巴勒斯坦自治

區，大多數是信奉伊斯

蘭教的阿拉伯人。

 來到以色列兩年多，

原本以為就住在耶路撒

冷這大君王的城，沒想

到與同工到耶利哥的探訪卻引導了我進入這

地，開啟了巴勒斯坦穆斯林宣教大門。神向

我啟示已將進入巴勒斯坦區的鑰匙賜給我，

要我進入到巴勒斯坦敬拜，在這有神所賜給

我的產業。

 耶利哥附近的曠野有一小群貝杜因遊牧

民族，他們有著最古老阿拉伯人的傳統，仍

過著曠野遊牧生活。是被城內阿拉伯人排

斥，卻仍保持著單純溫和的族群。有一天

開車來到貝杜因人住的曠野，當我在車上禱

告時，向神說：謝謝祢，賜給我的產業座落

在佳美之處…..。正禱告時，一位貝杜因人

將他的車停在我旁邊，邀請我們到他家中作

客，並將家中最好的羊奶酪和餅招待我們，

當下我真感受到他好似在接待神的使者，我

跟主說，他接待我們就是接待了祢，救恩要

臨到這家。

 我感動要向貝杜因族群傳福音，神已開

啟了與他們建立友誼的機會，我常傍晚日

落前，帶著點心和我的阿拉伯語筆記拜訪貝

杜因家庭，大人小孩一起教我說阿拉伯語，

頓時感覺他們已將我當成他們的家人。他們

欲罷不能地聊起來，雖然我懂的有限，他們

仍不斷地教我。天黑後，曠野的星辰格外明

亮，我常帶著深深的感動回家。一個人住耶

利哥雖然有時候感到孤單，但一想起他們一

個個單純臉龐，心中就有ㄧ股說不出來的激

動。求主親自向他們顯現主耶穌是獨一真

神。可蘭經上記載耶穌是偉

大先知，當與他們說到主耶

穌是神的兒子，他們無法接

受神有兒子這觀念。

 我要預備搬進來時，神

告訴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

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

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要從耶路撒冷原已熟悉的環

境，再度搬到這看似荒涼炎熱又不安全的耶

利哥，真是要先對付自我許多限制，常體貼

肉體想活在舒適區。耶利哥氣溫比耶路撒冷

高將近十度，炎熱使我卻步，一個人住、一

個人開車出入，使我心中充滿害怕和掙扎，

雖然每次神都告訴我：不要害怕，但我仍害

怕。直到有一天我跟神說：死就死吧! 突然

心中對這地的害怕漸漸不見了。耶利哥人大

多數是太陽下山才出門，現在我已享受夜裡

的耶利哥，心中常有平安地出入，神也信實

地為我預備一間有果園又有安全系統、有冷

氣的住處，每天住在這有如在退修，可以很

安靜安穩地尋求神。

 我們有許多韓國同工住在巴勒斯坦自治

區的不同城市，感謝主!已感動三位韓國同

工每週來耶利哥一天，一起禱告探訪。當我

順服神願意向肉體死，像一粒麥子埋進這地

時，神就能大大工作。感謝神，使用我這軟

弱的器皿進入這地，相信神必定差派更多的

同工一起同得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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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今年錄取的新生：神學       本科20位、牧靈諮商科17位、選   修生30位，台北本院共計67位。
● 9/10-12全校師生退修會於林口長     庚養生村舉辦，邀請講員：烏干    逹Dennis牧師。

【開學消息】

【2019靈神校友退修會】

＊時間：2019.1/27-29 

＊地點：愛琴海太平洋溫泉會館

        (翡翠灣) 

＊主辦：北區校友團隊

主要講員/ Afeef Halasah

約旦的阿拉伯人牧師、機構AFTA的創辦

人。

致力成為拉伯人和信耶穌猶太人之間和

好的橋梁。

線上報名課程／1,200元

（現場報名：1,500)

週三晚上特會免費入場/自由奉獻

2019年的靈神校友退修會，誠摯的邀請校友「回家」

與我們一起團契，讓身心靈重心得力。

報名方式及相關事宜請上靈神官網。

http://llpmt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