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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紅海往前行，到了書珥的曠野，
讀經
在曠野走了三天，找不著水。
在曠野走了三天
找不著水
出十五
23 到了瑪拉，不能喝那裡的水；因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瑪拉。
22-26
24 百姓就向摩西發怨言，說：「我們喝甚麼呢？」
25 摩西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他把樹丟在水裡，水就變甜了。
耶和華在那裡為他們定了律例、典章，在那裡試驗他們；
26 又說：「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
「
意
華
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留心聽我的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因為我 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開始播放

天「醫」無縫
出十五22-26
諸蔡筱楓師母 2020.03.01
分享于長庚養生村教會
諸長樂牧師生平事略 (主後年)
1954 出生
1964 蒙召
1967 大同初中
大同初中留級、畢業
級 畢業
1973 建夜畢、重考
1978 輔仁大學畢業
1981 獻身至中華福音神學院受裝備
1982 與蔡筱楓姊妹結婚

1984 華神道學碩士科畢業，任石牌信友堂首任傳道
1986 女兒諸耀君出生...
1987 按牧
2015 自石牌信友堂退休
自石牌信友堂退休，任職37年
任職37年
2016 赴東京國際基督教會牧會
2019/5/15 因膽管炎入院治療引發胰臟炎，
72天後醫療專機返台
2019/8/13 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台北，享壽65歲

後記：1. 2020/3/1 長庚養生村教會主日崇拜講員因檢疫緣故，由諸蔡筱楓師母代替，見證上帝作為
後記：2.本課程內容，係諸長樂牧師於東京國際基督教會三年半期間，所傳講之主日信息
後記：3.承東京國際基督教會提供錄音，石牌信友堂張雅佩、郭欣華姊妹整理文字、錄音，始得完成

感謝神，雖然外面有一些疫情的問題，但是我們卻可以照常平安的在這裡聚集。
今
今天跟大家分享：天「醫」無縫。
大家分享 天「醫 無縫
在這個時候，上帝真的可以醫治嗎？是不是信耶穌真的就不會得病呢？
我們用上帝的話語來思考，讓我們的信仰不是迷信。
首先自我介紹，我是教會的師母，1984年到2015年一直在石牌信友堂服事。
我有一個女兒，有個洋女婿，女婿現在也是傳道人，我女兒生了三個小孩，
五月份就有第四個外孫來報到了，他們在北美的教會牧會服事。
我先生從石牌信友堂退休之後，
我們從2016年到2019年在東京國際基督教會服事，
後來我先生因為生病回天家了，我才會住到養生村。
我是去年10月住進來的，所以我們真的是家人。
天「醫」無縫，從剛才那個經文當中我們分三方面來思考，
我們來認識神的醫治；為什麼我們需要醫治？我們又如何經歷醫治呢？

一、認識神的醫治
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千辛萬苦出了埃及，然後在曠野當中遇見挑戰，
第一個挑戰：水苦，水不能喝。這麼多人，曠野沒有地方喝到乾淨的飲水。
首先上帝的醫治是把 苦水變為甜」 把苦水改變成可以喝的水
首先上帝的醫治是把「苦水變為甜」，把苦水改變成可以喝的水，
這是第一方面―上帝可以「醫治環境」、解決外在的問題。
第二方面要「醫人」：這群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會發怨言，
風平浪靜時好像大家都不錯，一遇到環境有挑戰的，問題又來了。
到底是環境有問題？還是人有問題？
所以這群會發牢騷、發怨言的人，上帝要把他們塑造成為上帝的聖民。
上帝跟這些人立約，要把這群人成為上帝屬神的百姓、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子民。
哇！這個上帝的功課好難喔！
這群會發牢騷、抱怨的人，上帝怎樣醫治？
經文中宣告：我 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經文中宣告：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衪會醫治外在的環境，也會醫治人裡面的問題。

11. 上帝甚至說：回來吧，我要醫治你背道的病。（耶三22）
12 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12.
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出十五26）
13. 耶和華如此說，我聽見了你的禱告，
看見了 你的眼淚
你的眼淚，我必醫治你。
我必醫治你 （王下廿5）
上帝回應人的禱告，以致於衪醫治希西家王。
14. 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賽五三5）
15. 有病的我必醫治，失喪的我必尋找，
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裹。（結卅四16）
從這一連串上帝自己啟示曉諭衪的話語中，
我們認識上帝衪就是一位醫治人的神，
衪某 個形象就是 位醫生
衪某一個形象就是一位醫生。

舊約聖經提到上帝是一位什麼樣的神呢？聖經會「啟示曉諭」衪是什麼樣的神，
而不是「我希望 衪是什麼樣的神 有些經文幫大家做了個整理
而不是「我希望」衪是什麼樣的神。有些經文幫大家做了個整理，
我們的上帝，衪就是一位醫生，衪其實有很多幅自畫像，
今天特別集中看 衪就是 位醫生：
今天特別集中看—衪就是一位醫生：
1. 求你醫治我，我便痊癒，拯救我，我便得救。（耶十七14）
2. 耶和華我的神阿、我曾呼求你、 你醫治了我。（詩三十2）
3. 耶和華啊求你憐恤我，醫治我。（詩四一4）
4. 祂打破又纏裹，擊傷又醫治。（伯五18）
5.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病疾。（詩一○三3）
6. 祂撕裂我們，也必醫治。 打傷我們，也必纏裹。（何六1）
7 祂纏裹百姓的損處，
7.
祂纏裹百姓的損處 醫治祂民的鞭傷。
醫治祂民的鞭傷 （賽卅26）
8. 公義的日頭出現，有醫治之能。（瑪四2）
9 我要醫治他，使傷心的人得安慰。（賽五七18）
9.
10.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賽五八8）

其次，我們看到上帝自己說：「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聖經所啟示曉諭的「耶和華的名 ，在他的立約當中，好像他遞給我們名片。
聖經所啟示曉諭的「耶和華的名」，在他的立約當中，好像他遞給我們名片。
所有的宗教信仰信奉的對象是有一個「神像」的，唯獨基督教信仰「沒有像」；
對比於沒有像 神是賜給我們他的 名」
對比於沒有像，神是賜給我們他的「名」。
 這個「名」是「自有永有」(出三14－15)的意思
 也是新約聖經當中耶穌常常說的「我是」。
「我是世上的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穌跟舊約聖經一樣，是「我是」的一位神。這一位上帝跟人是有關係的。
我們華人有一個信仰―「老天爺」，兩岸三地不分哪裡的華人都有這個概念，
可是這個老天爺跟我有關係嗎？你會發現我們平常日子過的平順的時候，
跟他沒什麼關係；只有當我做了虧心事的時候，半夜突然有一些
麼
有當我
虧心事
半夜突然有
不大對的聲音、影像出現；這個老天爺對我們也常常好像是警察似的，
你平常乖乖的，跟他沒什麼交情；你做壞事、虧心事的時候，
他突然警鞭來了、吹哨子來了、罰單來了。

耶和華的名衍生的七個複合名
聖經當中所啟示的「耶和華神是跟你我有關係的」，
聖經當中所啟示的「耶和華神是跟你我有關係的
耶和華神在舊約聖經裡面一共有這些「複合名」，
「複合名」就是說在人的生活裡面「經歷神」、
複合名」就是說在人的生活裡面 經歷神」、
在人生命中的每一個關卡裡面「認識神」，
也就是「我們可以面對面的認識神」。
是 我們可 面對面的 識神」
 當以色列百姓缺乏的時候，經歷到第五個「耶和華羅以」―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就必不致於缺乏。(詩廿三1)
 亞伯拉罕經歷到「耶和華以勒」―
耶和華必預備(創廿二13-14)
 「耶和華尼西」，他們在打仗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打，根本打不過別人，卻發現―
上帝是我的旌旗(出十七15)

二、為什麼需要醫治？今天讀的經文，
1.要醫水―水苦。他們經過的是曠野沙漠地。他們過去在埃及的時候，
1
要醫水 水苦。他們經過的是曠野沙漠地。他們過去在埃及的時候，
尼羅河流域的歌珊是整個尼羅河沖積平原，非常肥沃，那個河水是自己來的；
而在曠野沙漠地是沒有水源的 所遇見第 個水源是很古舊的 灘死水
而在曠野沙漠地是沒有水源的，所遇見第一個水源是很古舊的一灘死水，
礦物質極高，那地方的水看起來真的就是所謂「海市蜃樓」：
水非常翠綠，因為裡面充滿了藻類，所以那個水是苦澀的，
不能喝，好看而已，它不是活水。
後來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摩西會擊打磐石出水，那個是地下水，
從磐石湧流出來；而他們所遇見的第一個水，竟然是這個苦澀不能喝的水！
第
竟
環境當中有問題、有狀況，上帝自己要來進行醫治，醫治環境。
這是在外在的環境當中上帝所要來做的醫治。
2. 人的問題。人會發怨言會發牢騷，我們是牢騷專家。
最近不能出去 就會越發想出去；需要戴口罩 越覺得戴著口罩不能呼吸啦；
最近不能出去，就會越發想出去；需要戴口罩，越覺得戴著口罩不能呼吸啦；
最好訪客不要進房，就越覺得好想有訪客來看我…

上帝是可以被人認識、被人經歷的，上帝是垂聽人的禱告，回應人的禱告的。
 甚至在以色列人壞到不得了的時候，提到「耶和華齊根努」 (耶廿三6) ，
意思就是―耶和華我們的義；
以色列人敗壞到一敗塗地，要被刑罰亡國滅種的時候，
色列 敗壞到 敗塗地 要被刑罰亡國滅種的時候
可是上帝竟然說：我耶和華是你們的義。
所以今天我們每一位信耶穌的屬主的兒女，我們可以因信稱義，是上帝說的。
在法庭當中我們就是不折不扣的罪人。
從成長的過程就會知道，肚子裡面的壞主意，不用上學就會長出來，
我們要上學，要有父母親的諄諄教悔，才能夠知書達禮、進退有據。
而我們生命裡面的問題，上帝早就知道。
 我們今天提到的經文是「耶和華拉法」(出十五26)
我們今 提到的 文是「 和華拉法 (出十五26)

，
上帝自己宣告―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為什麼需要醫治？在我們還搞不清楚我需要醫治的時候，
上帝就預備了衪自己，衪是一位醫生。

人裡面好像長了一根反筋，總是有個反骨在那邊隱隱發作，不見得一定是環境。
 生命好像是一個杯子，杯子裡面都裝了某些液體，有時候碰到外在的環境，
一碰，那裡面的液體就灑出來了，裡面裝的是什麼，灑出來的就是什麼。
 當我們心情低落的時候，誰看你、誰跟你靠近，你都覺得他很不順眼，
當我們心情低落的時候 誰看你 誰跟你靠近 你都覺得他很不順眼
老覺得這個人惹我厭惡、惹我心煩。
有時候必須給我們自己把把脈，是他的問題？還是我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肚子裡就已經裝滿了一肚子苦水，任何人靠近你一下，
苦水就灑出來，苦水還好，有時候是餿水。求上帝憐憫。
所以，有時候不見得是環境的問題，是我們裡面的問題。
到底我們裡面生命的量器當中，我們都裝了些什麼呢？
 是因為外在環境害我變成那樣子不可愛的人，
是 為外在環境害我變成 樣
愛的
 還是因為我裡面本來就有一攤的苦水？
耶和華神宣告說：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他要處理的是人裡面的問題。

3.神的律例典章(出七25-26)
上帝在那裏為他們定了 <7760> 律例
律例、典章，在那裏試驗他們；又說：
典章 在那裏試驗他們；又說：
「你若留意聽耶和華―你 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心聽我的誡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 <7760> 與埃及人的疾病加 <7760> 在你身上，
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這兩節經文做了一些標記：定了律例、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我旁邊寫了個小小的編號7760。
 神學家把所有的希伯來字都訂了編號，這個字的編號是7760，
 所有聖經舊約的希伯來字的編號一共才八千多個，

當講員講說「原文」怎麼說，你會知道其實已經謎底揭曉。
這幾個動作原本是同一個字，就是上帝已經「穩妥、安置了」某些的秩序規則。
「定了」7760這個字，有點像英語的「set」，像電腦「要安裝」的意思，
就是說上帝定了律例，他已經安置了。上帝安置了日頭、安置了月亮星宿、
創造的時候把光和暗分開、把空氣以上的水空氣以下的水分開，
暗分開
空氣
空氣
分開
創造萬物各從其類―是有秩序的，這就是上帝定下了律例。

可是問一下，會不會做啊？奴隸做了430年早就練成精了，
今天搖身一變成君尊的祭司，會不會做？
乞丐變王子了，第二天王子要上朝，就是悲劇的開始―
乞丐變王子，那個王子上朝的時候還帶著便當，
丐
那
帶著便
因為怕下餐沒得吃，還要兜著點。
舊約聖經當中，上帝定了律例、典章、誡命，
衪其實的意思是說：這是我們的「生活規範」。
衪教我們怎麼生活、怎麼樣真的做一個君尊的祭司。
我們已經是了，身分改變了，
可是要有新生訓練，要講習一下：
 需要醫治—生來就是奴隸，做了430年的奴隸，要脫胎換骨，
需要醫治 生來就是奴隸 做了430年的奴隸 要脫胎換骨
 需要時間—上帝親自用律例典章教他們。
 需要醫治
需要醫治—是因為不會，是因為這群人骨子裡面是一個奴隸，
是因為不會 是因為這群人骨子裡面是 個奴隸
而上帝給了這些誡命律例典章，衪其實是教他們如何生活。

神說：「我會不將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這裡所提到上帝的醫治，不見得是什麼神醫大會，
而是衪所提到的：你們在埃及生活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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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是埃及人的電視，當然也就生埃及人的病，
可是你今天不做埃及人的奴隸了。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上帝馬上在 出十九 跟他們立約，也可以說以色列人
就被換發一張新的身分證。就好像我們進入養生村，拿了一個住民證；
拿了住民證進來就要做村民；做村民的時候，就需要遵守村裡的規定來生活。
所以一樣，當以色列出埃及，上帝跟他們立約，他們就換了一張新的身分證。
對比一下：本來的身分證，國籍：埃及，職業：奴隸；
本
身
籍 埃
奴隸
新的身分證，國籍：耶和華國，因為神說你們成為上帝的國民；
職業：君尊的祭司。好厲害喔！搖身 變！昨天是奴隸，
職業：君尊的祭司。好厲害喔！搖身一變！昨天是奴隸，
出了埃及今天變君尊的祭司！好厲害！翻身了！乞丐變王子了！

而用「擺設」「set」這個字眼所定的律例典章，
也就是上帝在創造的時候所擺設的秩序和界線，而這個宇宙性的秩序和界線，
就成為人類到社會道德倫理的秩序界限的基礎。華人有三綱、五倫、四維、
八德 從格物 致知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八德，從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套一套的道理，
套 套的道理
都有一定的秩序跟界線。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所認為對、所認為正的。
還好，聖經當中的啟示曉諭，讓我們看見有一個普世價值的準則。
當要推動兩性平權類似法案的時候，我從機場回來搭了計程車，
那個司機滿臉愁容的。「你剛下飛機喔？」我說「對啊。」
「我講給你聽喔！」他就把他裡面的憂心忡忡說給我聽，他怕我不知道，
最後還加了一句：「上帝創造人不就是創造男的跟女的嗎？」
我 道
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就問他「你有進過教會嗎？」「啊，我沒有啊。」
基督
就
「 有
教會
「
我 有
我說「那你怎麼知道？」「啊，想也知道啊！上帝創造不就是男的跟女的嗎？
怎麼去搞得不男不女！ 他心裡面有 種怨氣。我就以神的話回應給他，
怎麼去搞得不男不女！」他心裡面有一種怨氣。我就以神的話回應給他，
我說：「上帝在我們裡面放了這種道德的界線跟準繩，你有無愧的良心。」

所以我們不必怕世界的黑暗，不必怕環境當中的界線模糊，
反而人心更渴望有 個真理的準則在那裡。
反而人心更渴望有一個真理的準則在那裡。
天下的烏鴉雖然一般黑，
可是人並不甘心都同流合污 只作黑烏鴉
可是人並不甘心都同流合污，只作黑烏鴉，
只是有的時候沒有勇氣跨出來做白烏鴉而已。
需要醫治―就是因為天下烏鴉一般黑，
需要醫治
就是因為天下烏鴉 般黑
可是人心裡卻渴望可以成為一個不一樣的，是潔淨的，
讓自己看得舒服，讓自己也順眼一點的生活的方式。
社會環境越混亂，反而人心越渴望的是一種秩序，
世界的環境越讓人摸不清頭緒，
越讓人渴望：「那應該有的秩序跟界線在哪裡？」
謝謝主，讓我們屬主的兒女，生命當中有神的話，有一個是非之心。
我
我們不但有這樣的智慧，上帝還賦予我們有勇氣活出這樣子的秩序跟界線，
有這樣 智慧
帝 賦 我 有勇氣活出這樣
序
當這個秩序跟界線被破壞的時候，就成為一種病，需要醫治，需要救贖。

我有一次去剪頭髮，剪頭髮的小姐突然跟我說：「有剛剛進來的人，好苦喔！
面部僵硬，還沒有走出來 」可能他們更需要走出來，可是往往把自己
面部僵硬，還沒有走出來。」可能他們更需要走出來，可是往往把自己
關在房間裡。謝謝神！讓養生村的老人家總是在電梯裡彼此笑臉相迎。
我剛剛住進來的時候老迷路，我住在8樓，電梯坐到7樓我就傻眼了！
遇見一位老姊妹，她推著 Walker，我問她：「請問我住8樓，怎麼去啊？」
她就帶我走到這個樓梯，說：「你從這個樓梯上去，之後這樣走就到了。」
她看我 副菜鳥 隻 你知道嗎？她把助行器丟了 陪我爬了 段樓梯
她看我一副菜鳥一隻，你知道嗎？她把助行器丟了，陪我爬了一段樓梯！
感謝神，我覺得在我們裡面就是有光，就是有愛，在彼此的應對當中。
就算我們生命當中吃過苦 是不是心裡面 定會中毒呢？不 定
就算我們生命當中吃過苦，是不是心裡面一定會中毒呢？不一定。
有些長輩們的確就像那個美髮師跟我說的還沒有走出來，還不行―
是需要醫治，是可以被醫治的！
疾病有時指著靈性的敗壞。耶利米書「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
誰能識透呢？」上帝創造我們，也知道我們是這塊料，經不起誘惑試探，
馬上軟弱跌倒 誰能識透呢？當然 衪能識透 我們都知人知面不知心
馬上軟弱跌倒，誰能識透呢？當然，衪能識透，我們都知人知面不知心，
衪全然知道我們，卻一樣愛我們，還預備要來醫治我們，這是我們的上帝。

疾病的定義：有時候是指罪惡跟禍患，有的時候是互為因果，種罪孽就收敗壞，
我們華人最懂這種報應理論，常常會說：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上帝創造的自然律當中包含報應 因果關係
上帝創造的自然律當中包含報應、因果關係，
可是它卻不是一個機械化的運作；
上帝治理世界有這律，有這個準則，可是不是唯一的，不是一個機械化的；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就一定只能打洞！
 上帝的創造有更多的，這是聖經當中會讓我們看見的。
疾病還包含心靈的憂傷跟痛苦。在養生村我遇見非常多的長輩，讓我非常的敬佩，
我最喜歡吃飯在餐廳的時候偷聽別桌的聊天，有非常多的當年勇，
讓我
讓我聽得一愣一愣的，比飯還好吃！我們老人家走過生命當中的高山低谷，
吃 我 老 家走
命當中 高
吃的鹽比我吃的飯還多，體會到很多人生的大智慧，可以說是笑傲江湖！
謝謝神，許多老人家真的好像經歷水火，
可是走出那些水火跟生命當中的被剝奪，老人家已經不再看見臉上的愁苦。

疾病的由來：
有的時候是因為犯罪，我們自己心知肚明。犯罪就需要悔改，
上帝並沒有立刻讓我們一劍斃命，馬上審判我們，
他給我們忍受住 些衪的管教 讓我們有機會悔改
他給我們忍受住一些衪的管教，讓我們有機會悔改。
 有的時候會是出於魔鬼的攻擊。像約伯記，可是還好，上帝比魔鬼大，
上帝不允許，魔鬼不能動我們一根寒毛。會有魔鬼的攻擊，可是，不用怕。
 疾病有的時候是為了顯出上帝的榮耀。
中古世紀的時候曾經有黑死病，當時歐洲的人口一半都在黑死病當中過去了。
那時候也是一樣封城，可是很神奇的，羅馬封城，大家拼命瘋狂的逃，
奇
家
瘋
有些人沒逃，疫情過了大家回到羅馬城，發現城裡的人都變成基督徒了？
基督徒沒有逃，留下在城裡面照顧那些需要照顧的，
以致於城開疫情過去的時候，都變成基督徒了―從這裡面顯出上帝的榮耀。
我們也不能夠說出個所以然，疫情怎麼來？為什麼走？沒有人知道，
可是卻在當中顯出上帝的榮耀，在聖經當中也有這樣的例子。

疾病有時候是因為違反自然律—
天冷了沒穿衣服，飲食不正常，該運動沒運動。
我搬進養生村上了課才知道有一種叫做「生活習慣病」，
生活習慣病還包含肌少症 缺乏運動 飲食不正常就變肌肉流失
生活習慣病還包含肌少症，缺乏運動、飲食不正常就變肌肉流失，
這是違反自然律，身體當然就產生了這些病變。
有的時候是一種自然律。某些屬靈的前輩，聖經當中的偉大人物，
他們要回天家了，聖經就說他們壽命已盡，特別說他們是日子滿足。
怎麼樣叫做日子滿足呢？你的滿足跟我的滿足的標準還不一樣。

可是在那過程當中，我卻很驚訝地發現：是他的日子滿足嗎？
也許就現在的平均壽命而言 他65歲好像還不夠吧？你們剛有看到他的照片
也許就現在的平均壽命而言，他65歲好像還不夠吧？你們剛有看到他的照片，
每個人都說他相貌很好，很有晚福，晚年一定如何如何。
我也思考 困惑很久 後來真的讓我思考 上帝所帶下來的醫治更是神奇！
我也思考、困惑很久，後來真的讓我思考―上帝所帶下來的醫治更是神奇！

「上帝會帶來醫治」，真的是「有求必應」的那樣子醫治嗎？
前面提過我先生是在日本服事，後來生病，牧師生病一定是全教會禱告，
我
我們因為在台北的教會服事30多年，所以不只東京的教會禱告，
為在台北的教會 事 多年
東京的教會禱告
台北的教會也禱告，可是上帝就把他直接接回天家了。
那時候大家信心都非常受打擊，真的很軟弱 上帝是可以醫治人的，
那時候大家信心都非常受打擊，真的很軟弱―上帝是可以醫治人的，
可是衪卻沒有醫治，沒有聽我們的禱告，讓我們失望。

日本的病房是不需要有家屬陪伴的，護士包辦一切，可是因為語言不通，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有一個WeChat群組，有50多個人，都是為了幫他翻譯排班。
我們在日本住院79天，那些不信主的醫護人員都很驚訝：
「牧師是做什麼的啊？這是什麼人啊？」因為日本社會普遍冷漠，
雖然
雖然說是家屬不必照顧，也基本沒有訪客，沒有家人來的，
家屬
顧
基本 有 客
有家 來
而我們那個牧師，病房裡門庭若市。

在那過程裡我們真的體會，我們好像癱子，需要有朋友，有四個朋友來抬著
我們才有辦法服事，有些會說一點英語的護理人員，就提到：
「噢！你們不只四個朋友，我沒有看過一樣的！」
謝謝神 我們活出在我們最軟弱當中 最不成 形的當中
謝謝神，我們活出在我們最軟弱當中，最不成人形的當中，
讓人看見上帝在做的事情，我想這是我們軟弱當中的醫治。
 在那個情境裡面更神奇的是我們的教會，因為我先生是主任牧師，他回天家了，
在那 情境 面更神奇的是我們的教會 因為我先 是主 牧師
天家了

可是謝謝神，教會裡的長老，他去的時候才按立的教會長老，
起來帶領教會、主禮禮拜、帶領聖餐不說，
還負責講道―這個教會得醫治了！
 而我覺得上帝做更厲害的醫治是我們台北的教會，
對
對於一個已經離開3年多的退休牧師，
個
離 年多
休牧師
台北的教會發動了捐款，
為了把病弱的牧師用醫療專機載回來台灣―
為了把病弱的牧師用醫療專機載回來台灣
我想這是上帝所做的！

我們在日本服事，日語都不會，因為我們在華人的教會牧會服事，
所以通常在服事的時候旁邊都有 堆 幫我們翻譯
所以通常在服事的時候旁邊都有一堆人幫我們翻譯，
有從台灣、香港、中國去的華人，在那邊就學就業，幫我們翻譯；
甚至我先生最後住院的時候，24小時排班在病房裡幫他翻譯。

比我們所想像的一個從病裡面得醫治的牧師，
我會發現上帝做得更多 衪讓兩個教會經歷了更新，
我會發現上帝做得更多―衪讓兩個教會經歷了更新，
而有更多年輕的弟兄姊妹
願意服事主 願意付代價的服事主！
願意服事主，願意付代價的服事主！
老牧師雖然是個不怕死的， 60多歲老牧師，
到了東京之後還在打全場
到了東京之後還在打全場，從頭跑到尾。
頭 到尾
他就是當跑的路跑盡了；
感謝神，所信的道守住的；當打的仗打完了。
不過沒有那麼悲苦，
我們台北、東京的弟兄姊妹都說牧師很快樂，
我們還開玩笑的說，他當吃的美食也吃完了！
謝謝主，這個是日子滿足，他的日子滿足了。
上帝恩待 讓我們生命裡面有 個不 的算盤
上帝恩待，讓我們生命裡面有一個不同的算盤，
讓我們所數算的是衪的恩惠。

三、如何經歷醫治？
1.當水苦的時候，不能飲用的水，這時候上帝指示丟樹入水，
1
當水苦的時候，不能飲用的水，這時候上帝指示丟樹入水，
怎麼會就好呢？不知道，可是摩西就照做了。
2.對 的醫治呢？會發怨言的 苦呢？上帝就指示衪的律例典章
2.對人的醫治呢？會發怨言的人苦呢？上帝就指示衪的律例典章，
他怎麼樣指示摩西把樹丟在水裡就變成可以喝了，
衪同樣指示摩西這些律例典章，要人謹守。
「界限神學」：
上帝的醫治當中，對人是設定律例典章，這是人生命當中應當有的秩序與界限；
 就如同神把光和暗分開，把空氣以上的水空氣以下的水分開，
 把海和陸地分開，所有的創造萬物通通都各從其類。
我大學是主修生物的，生物學非常講求分類，
界門綱目科屬種，動物界、植物界，最下面是種，
「種 的定義是 在自然環境 自然條件之下不能夠交配 它絕對不會混亂
「種」的定義是：在自然環境、自然條件之下不能夠交配，它絕對不會混亂；
上帝所有創造當中都有界線、都有秩序。

如果當時豬是主要的肉品來源，他們當年在曠野漂流都住帳棚，
如果養豬 大概還不用去打仗 就已經把自己髒死了 那個環境衛生
如果養豬，大概還不用去打仗，就已經把自己髒死了，那個環境衛生…。
聖經的律法書也許我們今天不大愛讀，可是它是主前第十四世記，
上帝教他們在那個背景當中生活 甚至還有 些教你怎樣簡易隔離的：
上帝教他們在那個背景當中生活，甚至還有一些教你怎樣簡易隔離的：
如果有一些開放性的皮膚病就是所謂大痲瘋，
祭司要負責檢疫 還教你怎麼檢疫
祭司要負責檢疫，還教你怎麼檢疫―
如果有這個問題，你要「獨居營外」，
也就是所謂「檢疫」的問題，隔離檢疫。
聖經教我們這些過日子的智慧，是非常豐富、真實、具體可行的。謝謝神！
信仰是用來生活的，不是只有罪得赦免、死後上天堂，
而是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中
就可以經歷到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智慧，
在這個界線中引導我們，
可以活出屬神兒女應有的那個榮光。

上帝又透過衪的啟示曉諭寫下了聖經給我們，讓我們看見非常明確的。
誡命其實是「道德律法 ，律例是「民事律法 ，典章是「禮儀律法 ，
誡命其實是「道德律法」，律例是「民事律法」，典章是「禮儀律法」，
就是你跟道德、神、人之間的秩序跟界限，非常的明確，
也可以說 上帝所啟示曉諭的誡命 律例 典章
也可以說，上帝所啟示曉諭的誡命、律例、典章
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秩序和界限。
舊約律法提到，有些東西是潔淨的，有些東西是不潔淨的，
舊約律法提到
有些東西是潔淨的 有些東西是不潔淨的
在主前第十四世紀，所知有限，上帝沒有辦法全部都寫了，不然我們也看不懂。
我們曉得某一些東西潔淨它就可以吃，不潔淨就不能吃，聖經當中沒有說明原因，
譬如：豬。現在主要的蛋白質肉品來源都是豬，可是在主前第十四世紀，
聖經曉諭的時候說豬是不潔淨的，不要養豬、不能吃豬，也不能用來獻祭。
從科學的應證當中，前幾年曾經有過口蹄疫的問題，在80℃就可以完全的滅菌，
學 應 當中
幾年曾 有
蹄疫
在 ℃就
完
滅菌
可是在曠野的時候他們沒有辦法完全的熟食，所以上帝教牠們是不潔淨的；
而且豬是「雜食類 的動物。潔淨的動物，聖經教他們都是「草食類 的，
而且豬是「雜食類」的動物。潔淨的動物，聖經教他們都是「草食類」的，
都是倒嚼的、可以反芻的，潔淨的動物跟人生活在一起是不會造成環境污染。

最近疫情的過程中我們聽到有些狀況，
韓國很大的感染源是一個新天地教會；
 韓國的新興宗教非常多，基督教非常的豐富，
包含非常多的異端 這教會已經是列名的異端
包含非常多的異端，這教會已經是列名的異端。
 他們發生問題之後
公然反叛政府所訂的規定，仍然繼續的聚集，
還宣告說上帝會醫治我們，上帝會保我們平安，
你只要來聚會你就不會得病…，公開的挑戰公權力。
我們留意：是不是基督徒就一定會保平安？
聖經中上帝話語給我們秩序跟界線，上帝教我們要隔離檢疫；
某些疾病我們就是沒有抵抗力，
某些疾病我們就是沒有抵抗力
需要隔離檢疫的，需要有這個秩序跟界線。
所以感謝神，在我們養生村的教會跟整個養生村非常的配合，
所以感謝神
在我們養生村的教會跟整個養生村非常的配合
整個都井然有序的進行著。

那也留意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情境呢？
十多年前我去緬甸宣教，幫助緬甸神學院做培訓，緬甸有7%的基督徒，
雖然是個佛教國家，可是緬甸的少數民族幾乎是全村歸主。
當去到北邊跟當地的信徒接觸時 因為他們常常會去 區的村子
當去到北邊跟當地的信徒接觸時，因為他們常常會去山區的村子
佈道傳福音，當地有一個果敢族的老人家跑下來，
非常興奮地到神學院說：「你們趕快派福音隊上去！」
原來有個少數民族叫做布蘭族，個都不信耶穌，很心硬的。
上個月布蘭族的村子裡發生了瘟疫，因為緬甸的醫療比較落後，
政府的衛生人員都不敢上去，所以村子裡死了很多人，
可是卻發現在裡面的基督徒，就像當年中世紀黑死病的時候那些基督徒，
從 些基督徒的表 中
從那些基督徒的表現中，那些布蘭族的人說：
些布蘭族的 說
「我們要信耶穌。我們知道基督徒不一樣，我們要信耶穌。」
所以他說你們趕快派人上來。怎麼不一樣，他沒仔細說，是不是都沒生病呢？
還是說都去幫助別人呢？還是說就是很勇敢的仍然照常的生活呢？他沒有說。

這個蒙古人說：「我們現在知道你跟我是一樣的。我的孩子會死，
你的孩子也會死，所以你的神，我也要讓他成為我的神。
我最初以為，你們這種信洋教的，洋人藍眼睛白皮膚的，
這個神只是你們的神 只保護你們
這個神只是你們的神，只保護你們，
可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一樣都會死。你講的耶穌我本來覺得那是你的，
我現在知道也是我的，因為我看見那個埋在硬土裡面的你的兒子―
那個上帝還可以做他的神，這個神我也要。」
蒙古因為醫療的緣故，嬰兒的夭亡率很高，所以他的鄰居說：「我也要。」
那個時候開始，在那個城市中福音有大突破。我是2005年去的，
那時他們的城市裡已經有1500個基督徒。他們沒有會堂，只是用體育館聚會。
上帝的醫治，不是所想像的讓你長生不老、永遠不死、百毒不浸，不是的。
帝 醫
想像 讓你長
老 永遠
毒
不是的
上帝來，醫治人的心；上帝來，使人的心可以轉向上帝；是為著上帝已經預備好，
那個豐富的、榮美的恩典，讓人的心是可以領受，是可以迎接神的。
感謝神，這個是我們都能夠經歷的醫治。我們不能限定上帝要用我的方法。

在宣教的經歷中，我們台北的教會曾經支持蒙古共和國的宣教。
蒙古是1990年脫離蘇維埃，之後才有辦法讓宣教士進去，
可是宣教士進去之後，傳福音一直效果不好，
一直到93年的時候，我們宣教士所在那個城市
直到93年的時候 我們宣教士所在那個城市
突然有大量的人歸主，為什麼呢？
原來當時已經有一個瑞典的宣教士在那邊服事了兩三年，
原來當時已
有 個瑞典的宣教 在那邊服事了兩 年
一直沒有辦法推展，那個宣教士兒子一歲生病死了，
在一個大冬天裡面，蒙古鄰居來幫他在天寒地凍中挖掘墓穴，
把他一歲的兒子埋葬了。
他們舉行葬禮，那個瑞典的宣教士讀主的話、禱告、唱詩、流淚，
完成 喪
完成了喪禮之後，在他旁邊的蒙古鄰居跟他說：
在 旁邊 蒙
「我們現在要信耶穌了。」
這宣教士好驚訝：為什麼？

最近因為中國的疫情非常嚴重，我跟過去曾經培訓過的幾個教會領袖聯絡，
他們說： 「我們不能公開聚會，可是上帝給我們的話是—
『這一季往下紮根、下一季才迎接向上結果。』更深的好好的做門徒栽培，
沒有大型的聚會 可是更深刻的研讀主的話 受培訓 預備迎接主再來 」
沒有大型的聚會，可是更深刻的研讀主的話、受培訓，預備迎接主再來。」
他們是預備好的童女，他們是可以成為為主多結果子、為主得人的。謝謝神！
在疫情當中，這位醫治人的神使我們心靈有平安。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日子滿足是怎樣，可是上帝知道，有衪在管；
我們裡面滿有平安，不會懼怕。我們需要按著上帝給我們的智慧，
該隔離的隔離，該清潔的清潔，村裡面很有智慧的做了安排，
我們順服這所有在上執政掌權的，在我們心靈當中，我們是六神有主。
謝謝主！我們稱衪為主，衪回應我們，這是我們所信仰的，
我們所認知的―天「醫」無縫。
謝謝神！我想 雖然在外在的疾病環境當中 我們沒有 個人有免疫力
謝謝神！我想，雖然在外在的疾病環境當中，我們沒有一個人有免疫力，
可是在我們的心靈當中，耶穌都給我們打了預防針，我們可以不懼怕。感謝神！

愛我們的天父！謝謝主！當我們求告你的時候，
我們真的知道你垂聽 而且按照你的旨意 你 應 你 作
我們真的知道你垂聽，而且按照你的旨意，你回應，你工作。
謝謝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這些養生村的長輩們，讓我們都成為一個禱告的人。
真的知道我們每位長輩在家族當中有多大的影響力，
面對每一個兒孫的態度，我們的言行舉止，如何成為他們的支持。
謝謝主！讓這一場的疫情當中，
我們真的活出來在耶穌基督裡面屬你的榮美。
謝謝主 我們缺乏信 的 求你加給我們信心
謝謝主！我們缺乏信心的，求你加給我們信心，
我們心裡軟弱的，主啊！你自己成為我們的剛強跟力量。
謝謝耶穌，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