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赎出贫穷赎出贫穷赎出贫穷赎出贫穷、、、、疾病和灵里死亡的咒诅疾病和灵里死亡的咒诅疾病和灵里死亡的咒诅疾病和灵里死亡的咒诅

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 著著著著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赎出贫穷的咒诅赎出贫穷的咒诅赎出贫穷的咒诅赎出贫穷的咒诅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因为经上记着因为经上记着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凡挂在木头凡挂在木头凡挂在木头

上都是被咒诅的上都是被咒诅的上都是被咒诅的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使我们因信得着所使我们因信得着所使我们因信得着所

应许的圣灵应许的圣灵应许的圣灵应许的圣灵。。。。你们既属乎基督你们既属乎基督你们既属乎基督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3：：：：13、、、、14

基督已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已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已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已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律法的咒诅是什么律法的咒诅是什么律法的咒诅是什么律法的咒诅是什么？？？？我们惟有回到律法中才能查明我们惟有回到律法中才能查明我们惟有回到律法中才能查明我们惟有回到律法中才能查明。。。。在新约中在新约中在新约中在新约中，，，，律法通常是指摩西五律法通常是指摩西五律法通常是指摩西五律法通常是指摩西五

经经经经，，，，即圣经前五卷书即圣经前五卷书即圣经前五卷书即圣经前五卷书。。。。从这五卷书中从这五卷书中从这五卷书中从这五卷书中，，，，我们知道违背神的律法的咒诅我们知道违背神的律法的咒诅我们知道违背神的律法的咒诅我们知道违背神的律法的咒诅，，，，亦即惩罚亦即惩罚亦即惩罚亦即惩罚，，，，有三种有三种有三种有三种：：：：

贫穷贫穷贫穷贫穷、、、、疾病和灵里的死亡疾病和灵里的死亡疾病和灵里的死亡疾病和灵里的死亡。。。。

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 4：：：：8

操练身体操练身体操练身体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益处还少益处还少益处还少；；；；惟独敬虔惟独敬虔惟独敬虔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有益处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有些人让我们相信有些人让我们相信有些人让我们相信有些人让我们相信，，，，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在今生今世，，，，没有任何祝福的应许没有任何祝福的应许没有任何祝福的应许没有任何祝福的应许。。。。不管是物质方面的不管是物质方面的不管是物质方面的不管是物质方面的，，，，还还还还

是其他方面的是其他方面的是其他方面的是其他方面的。。。。但这节经文却明确地宣告但这节经文却明确地宣告但这节经文却明确地宣告但这节经文却明确地宣告，，，，我们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根据申命记根据申命记根据申命记根据申命记 28：：：：15-17，，，，38-40，，，，神的子女如果不顺服神神的子女如果不顺服神神的子女如果不顺服神神的子女如果不顺服神，，，，贫穷的咒诅就会落到他们身贫穷的咒诅就会落到他们身贫穷的咒诅就会落到他们身贫穷的咒诅就会落到他们身

上上上上。。。。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他的所有诫命律例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他的所有诫命律例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他的所有诫命律例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他的所有诫命律例，，，，就有咒诅落到他们身上就有咒诅落到他们身上就有咒诅落到他们身上就有咒诅落到他们身上。。。。

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说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说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说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使你使你使你

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 4：：：：19））））你的一切需要包括金钱你的一切需要包括金钱你的一切需要包括金钱你的一切需要包括金钱、、、、物质和其他方面的需物质和其他方面的需物质和其他方面的需物质和其他方面的需

用用用用。。。。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在这一章中在这一章中在这一章中在这一章中，，，，保罗所讲的就是金钱和物质方面的事保罗所讲的就是金钱和物质方面的事保罗所讲的就是金钱和物质方面的事保罗所讲的就是金钱和物质方面的事。。。。

耶稣也亲自说耶稣也亲自说耶稣也亲自说耶稣也亲自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马太福马太福马太福

音音音音 6：：：：33））））这些要加添给你的东西就是今生的物质所需这些要加添给你的东西就是今生的物质所需这些要加添给你的东西就是今生的物质所需这些要加添给你的东西就是今生的物质所需————————吃的吃的吃的吃的、、、、穿的等等穿的等等穿的等等穿的等等。。。。

有些人似乎是拥有这样的观点有些人似乎是拥有这样的观点有些人似乎是拥有这样的观点有些人似乎是拥有这样的观点，，，，生活在贫困之中生活在贫困之中生活在贫困之中生活在贫困之中，，，，一无所有才是一个基督徒一无所有才是一个基督徒一无所有才是一个基督徒一无所有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一个信一个信一个信

神的人谦卑的标志神的人谦卑的标志神的人谦卑的标志神的人谦卑的标志。。。。他们认为整个一生他们认为整个一生他们认为整个一生他们认为整个一生，，，，你都要戴破帽子你都要戴破帽子你都要戴破帽子你都要戴破帽子，，，，穿破鞋破裤子穿破鞋破裤子穿破鞋破裤子穿破鞋破裤子，，，，仅仅能够维护仅仅能够维护仅仅能够维护仅仅能够维护

生存生存生存生存。。。。

但耶稣所说的并不是这样但耶稣所说的并不是这样但耶稣所说的并不是这样但耶稣所说的并不是这样。。。。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们了们了们了们了。。。。””””不是从你取走不是从你取走不是从你取走不是从你取走，，，，而是加添给你而是加添给你而是加添给你而是加添给你！！！！赞赞赞赞美主美主美主美主！！！！

路路路路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 6：：：：38

你们要给人你们要给人你们要给人你们要给人，，，，就有给你们的就有给你们的就有给你们的就有给你们的，，，，并并并并且且且且用用用用十十十十足的足的足的足的升斗升斗升斗升斗，，，，连摇带按连摇带按连摇带按连摇带按，，，，上上上上尖下流尖下流尖下流尖下流地地地地倒倒倒倒在你们在你们在你们在你们怀怀怀怀

里里里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因为你们用什么因为你们用什么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量器量量器量量器量给人给人给人给人，，，，也必有什么也必有什么也必有什么也必有什么量器量量器量量器量量器量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给你们。。。。

首首首首先先先先，，，，第第第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问题问题问题问题是是是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真真真真的的的的吗吗吗吗？？？？基督所说的可基督所说的可基督所说的可基督所说的可靠吗靠吗靠吗靠吗？？？？他不是在他不是在他不是在他不是在撒谎撒谎撒谎撒谎？？？？我相信基督我相信基督我相信基督我相信基督

所说的是所说的是所说的是所说的是真真真真实可实可实可实可靠靠靠靠的的的的，，，，你相信你相信你相信你相信吗吗吗吗？？？？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耶稣所说的是耶稣所说的是耶稣所说的是耶稣所说的是，，，，““““人会人会人会人会””””。。。。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神是后神是后神是后神是后盾盾盾盾，，，，但他说但他说但他说但他说：：：：““““人会人会人会人会倒倒倒倒在你们在你们在你们在你们怀怀怀怀里里里里。。。。””””

我记得一个我记得一个我记得一个我记得一个朋友曾朋友曾朋友曾朋友曾经经经经问问问问我我我我：：：：““““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弟兄弟兄弟兄弟兄，，，，你你你你曾曾曾曾经根据经根据经根据经根据路路路路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 6：：：：38节讲节讲节讲节讲过过过过道道道道吗吗吗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回我回我回我回答答答答说说说说，，，，““““我用我用我用我用过过过过这这这这段段段段经文经文经文经文，，，，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讲课课课课中用中用中用中用过过过过，，，，但在我的讲但在我的讲但在我的讲但在我的讲

道中道中道中道中，，，，我确实我确实我确实我确实多次引多次引多次引多次引用用用用过过过过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这节经文。。。。””””

这个人回这个人回这个人回这个人回答答答答说说说说：：：：““““最近最近最近最近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请请请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牧师牧师牧师牧师在我们的教会里讲道在我们的教会里讲道在我们的教会里讲道在我们的教会里讲道两两两两个个个个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他他他他每天晚每天晚每天晚每天晚上都上都上都上都



讲到这节经文讲到这节经文讲到这节经文讲到这节经文。。。。一一一一天晚天晚天晚天晚上他根据这节经文讲道上他根据这节经文讲道上他根据这节经文讲道上他根据这节经文讲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我以前从来没有我以前从来没有我以前从来没有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特别注意这节经这节经这节经这节经

文文文文，，，，直直直直到他如到他如到他如到他如此强调此强调此强调此强调。。。。在在在在最最最最后一后一后一后一次聚次聚次聚次聚会中会中会中会中，，，，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在我们的牧师牧师牧师牧师为这为这为这为这位传位传位传位传道人道人道人道人收收收收取了取了取了取了爱心奉献爱心奉献爱心奉献爱心奉献之之之之

后后后后，，，，这这这这位传位传位传位传道人说道人说道人说道人说：：：：‘‘‘‘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神的灵神的灵神的灵神的灵感动感动感动感动我我我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奉献奉献奉献奉献，，，，为这里的教会为这里的教会为这里的教会为这里的教会安装安装安装安装一一一一套冷套冷套冷套冷

气设备气设备气设备气设备。。。。’’’’

那位传那位传那位传那位传道人道人道人道人对聚集对聚集对聚集对聚集的的的的 1800个会个会个会个会众众众众说说说说：：：：““““今今今今天晚天晚天晚天晚上我就上我就上我就上我就想收想收想收想收到到到到 1000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这这这

个个个个数目看起数目看起数目看起数目看起来来来来很大很大很大很大，，，，而而而而且且且且在这在这在这在这次聚次聚次聚次聚会中会中会中会中，，，，你们也已经你们也已经你们也已经你们也已经奉献奉献奉献奉献了了了了，，，，但我但我但我但我挑战挑战挑战挑战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他他他他又又又又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

读读读读他他他他天天晚天天晚天天晚天天晚上提到的这节经文上提到的这节经文上提到的这节经文上提到的这节经文。。。。““““你们要给人你们要给人你们要给人你们要给人，，，，就有给你们的就有给你们的就有给你们的就有给你们的。。。。””””然然然然后他说后他说后他说后他说：：：：““““我并不我并不我并不我并不想想想想让任让任让任让任

何人给出任何他能够给出的东西何人给出任何他能够给出的东西何人给出任何他能够给出的东西何人给出任何他能够给出的东西。。。。你不能给什么你不能给什么你不能给什么你不能给什么，，，，就给什么就给什么就给什么就给什么。。。。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感感感感到你能给到你能给到你能给到你能给 5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

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 10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那那那那你就给你就给你就给你就给 10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感感感感到你能给到你能给到你能给到你能给 50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无法给无法给无法给无法给 100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那那那那

你就给你就给你就给你就给 100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祝福就是这样临到的祝福就是这样临到的祝福就是这样临到的祝福就是这样临到的，，，，真理真理真理真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接接接接着他说着他说着他说着他说：：：：““““我我我我把把把把圣经圣经圣经圣经放放放放在讲在讲在讲在讲台台台台上上上上，，，，我我我我希望希望希望希望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过过过过来来来来，，，，就就就就把把把把你的钱你的钱你的钱你的钱放放放放在圣经的这节在圣经的这节在圣经的这节在圣经的这节

经文上经文上经文上经文上，，，，对主对主对主对主说说说说：：：：‘‘‘‘亲亲亲亲爱爱爱爱的的的的主主主主，，，，我是根据你的我是根据你的我是根据你的我是根据你的话话话话而而而而做做做做的的的的。。。。’’’’我会为你我会为你我会为你我会为你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地地地地祷祷祷祷告告告告，，，，但我知道但我知道但我知道但我知道

神会回神会回神会回神会回报报报报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这这这这对对对对你你你你肯定肯定肯定肯定会会会会见效见效见效见效的的的的。。。。如果没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效效效效果果果果，，，，我保我保我保我保证证证证你会得回你的钱你会得回你的钱你会得回你的钱你会得回你的钱，，，，此此此此后后后后

什么都不提什么都不提什么都不提什么都不提。。。。””””

这这这这位朋友位朋友位朋友位朋友说说说说：：：：““““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在我任教的在我任教的在我任教的在我任教的班班班班里有里有里有里有很多商很多商很多商很多商人人人人。。。。在这事在这事在这事在这事发发发发生之前生之前生之前生之前，，，，曾曾曾曾经有经有经有经有

两两两两个人来个人来个人来个人来找找找找我我我我，，，，让我为他们让我为他们让我为他们让我为他们祷祷祷祷告告告告，，，，因为他们的生因为他们的生因为他们的生因为他们的生意意意意就要破产了就要破产了就要破产了就要破产了。。。。如果在如果在如果在如果在 30天天天天之之之之内内内内神不神不神不神不帮助帮助帮助帮助

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就要他们就要他们就要他们就要关门关门关门关门了了了了。。。。””””

他他他他继续继续继续继续说道说道说道说道：：：：““““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弟兄弟兄弟兄弟兄，，，，我亲我亲我亲我亲眼看见眼看见眼看见眼看见在在在在那次奉献那次奉献那次奉献那次奉献中中中中，，，，这这这这两两两两个人个人个人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奉献奉献奉献奉献了了了了 500

美美美美金金金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奉献奉献奉献奉献了了了了 25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借借借借来的钱来的钱来的钱来的钱，，，，但在但在但在但在 30天天天天之之之之内内内内，，，，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两两两两个人的生个人的生个人的生个人的生意意意意都都都都

摆摆摆摆脱了困脱了困脱了困脱了困境境境境！！！！神神神神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地祝福他们地祝福他们地祝福他们地祝福他们。。。。””””

在在在在玛玛玛玛拉基书拉基书拉基书拉基书 3：：：：10节节节节，，，，主主主主说说说说：：：：““““你们要你们要你们要你们要将当纳将当纳将当纳将当纳的的的的十分十分十分十分之一之一之一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全然送入仓库全然送入仓库全然送入仓库，，，，使我使我使我使我家家家家有有有有

粮粮粮粮，，，，以以以以此试试此试试此试试此试试我我我我，，，，是是是是否否否否为你们为你们为你们为你们敞开天敞开天敞开天敞开天上的上的上的上的窗户窗户窗户窗户，，，，倾倾倾倾福福福福与与与与你们你们你们你们，，，，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无处可无处可无处可无处可容容容容。。。。””””

其实其实其实其实，，，，在我们没有在我们没有在我们没有在我们没有完成十完成十完成十完成十一一一一奉献奉献奉献奉献之前之前之前之前，，，，我们并没有给出什么我们并没有给出什么我们并没有给出什么我们并没有给出什么。。。。

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对对对对我说我说我说我说：：：：““““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奉献奉献奉献奉献是是是是旧旧旧旧约中的事约中的事约中的事约中的事。。。。是在摩西律法之是在摩西律法之是在摩西律法之是在摩西律法之下下下下的事的事的事的事。。。。

难难难难道你不知道道你不知道道你不知道道你不知道吗吗吗吗？？？？””””

我是不我是不我是不我是不愿愿愿愿说出这样的说出这样的说出这样的说出这样的话话话话来来来来显示显示显示显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对对对对圣经的无知圣经的无知圣经的无知圣经的无知。。。。亚伯拉罕的律法还没有亚伯拉罕的律法还没有亚伯拉罕的律法还没有亚伯拉罕的律法还没有交付交付交付交付摩西摩西摩西摩西

之前之前之前之前 500年年年年就已经就已经就已经就已经缴纳十缴纳十缴纳十缴纳十一一一一奉献奉献奉献奉献了了了了。。。。雅各雅各雅各雅各也在摩西前也在摩西前也在摩西前也在摩西前 250年年年年就就就就缴纳十缴纳十缴纳十缴纳十一一一一奉献奉献奉献奉献了了了了。。。。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但在新约中有但在新约中有但在新约中有但在新约中有关于缴纳十关于缴纳十关于缴纳十关于缴纳十一一一一奉献奉献奉献奉献的经文的经文的经文的经文吗吗吗吗？？？？””””

这些人应这些人应这些人应这些人应当学当学当学当学会会会会阅读阅读阅读阅读。。。。请看请看请看请看希希希希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 7：：：：8节节节节。。。。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这是不是新约这是不是新约这是不是新约这是不是新约？？？？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收十分收十分收十分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但在但在但在那那那那里里里里收十分收十分收十分收十分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有为他有为他有为他有为他作见证作见证作见证作见证的说的说的说的说，，，，他是他是他是他是

活的活的活的活的。。。。””””

这里讲的就是基督这里讲的就是基督这里讲的就是基督这里讲的就是基督。。。。

我们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分我们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分我们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分我们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分

几几几几乎乎乎乎每次当每次当每次当每次当你从神的你从神的你从神的你从神的话话话话中得到中得到中得到中得到某某某某种种种种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的应许的应许的应许的应许时时时时，，，，总总总总有人有人有人有人站站站站出来说出来说出来说出来说：：：：““““这是属这是属这是属这是属于犹于犹于犹于犹太太太太

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不是属不是属不是属不是属于于于于今今今今天天天天的我们的的我们的的我们的的我们的。。。。””””

我我我我希望希望希望希望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分分分分是属是属是属是属于于于于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每每每每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它它它它不是仅仅属不是仅仅属不是仅仅属不是仅仅属于于于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肉肉肉肉身的身的身的身的

后裔后裔后裔后裔；；；；它它它它属属属属于于于于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请请请请记记记记住住住住圣经中所说的圣经中所说的圣经中所说的圣经中所说的：：：：““““14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使我使我使我

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29你们既属乎基督你们既属乎基督你们既属乎基督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是照着应许承受产是照着应许承受产是照着应许承受产

业的了业的了业的了业的了。。。。””””（（（（加加加加快快快快太书太书太书太书 3：：：：14、、、、29））））

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分分分分是属是属是属是属于于于于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谁谁谁谁也不能也不能也不能也不能把把把把这福这福这福这福分分分分从我们取走从我们取走从我们取走从我们取走。。。。那那那那些些些些怀疑者怀疑者怀疑者怀疑者、、、、不信不信不信不信者者者者、、、、

毁坏毁坏毁坏毁坏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喜乐喜乐喜乐喜乐的人的人的人的人、、、、贩卖怀疑贩卖怀疑贩卖怀疑贩卖怀疑的人是不能的人是不能的人是不能的人是不能把把把把这福这福这福这福分分分分从我们这里取走的从我们这里取走的从我们这里取走的从我们这里取走的。。。。藉藉藉藉着耶稣基督着耶稣基督着耶稣基督着耶稣基督，，，，亚亚亚亚



伯拉罕的福伯拉罕的福伯拉罕的福伯拉罕的福分分分分是属是属是属是属于于于于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也是属也是属也是属也是属于于于于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亚亚亚！！！！

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分分分分有三种有三种有三种有三种。。。。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第第第第一个福一个福一个福一个福分分分分就是要使他富足就是要使他富足就是要使他富足就是要使他富足。。。。

““““你是说神要让我们你是说神要让我们你是说神要让我们你是说神要让我们每每每每个人都富足个人都富足个人都富足个人都富足吗吗吗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你是不是说神要让我们你是不是说神要让我们你是不是说神要让我们你是不是说神要让我们每每每每一个人都一个人都一个人都一个人都成成成成为为为为百万百万百万百万富富富富翁翁翁翁？？？？””””不不不不，，，，并没有这样说并没有这样说并没有这样说并没有这样说。。。。

但他要使我们富足但他要使我们富足但他要使我们富足但他要使我们富足。。。。你也许并不你也许并不你也许并不你也许并不理解理解理解理解““““富足富足富足富足””””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词词词词的的的的意思意思意思意思。。。。字典字典字典字典里说这个里说这个里说这个里说这个词词词词的的的的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是是是是““““丰富充足丰富充足丰富充足丰富充足””””。。。。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丰富充足我们在基督里丰富充足我们在基督里丰富充足我们在基督里丰富充足！！！！

有一有一有一有一次次次次，，，，我得到一我得到一我得到一我得到一部部部部新新新新车车车车，，，，但但但但它每它每它每它每加加加加仑汽油仑汽油仑汽油仑汽油所所所所行行行行的的的的平均平均平均平均里里里里程程程程并不并不并不并不好好好好————————在在在在公路公路公路公路上上上上每每每每加加加加

仑汽油平均只仑汽油平均只仑汽油平均只仑汽油平均只能能能能跑跑跑跑 13.5里里里里。。。。这种这种这种这种类型类型类型类型的的的的汽车原本汽车原本汽车原本汽车原本有有有有耗油耗油耗油耗油少的少的少的少的优优优优点点点点。。。。所以他们就所以他们就所以他们就所以他们就调调调调了了了了发动机发动机发动机发动机，，，，

换下换下换下换下活活活活塞塞塞塞和和和和凝结器凝结器凝结器凝结器，，，，调调调调整了整了整了整了汽化器汽化器汽化器汽化器。。。。

当当当当我观我观我观我观看看看看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机械师对机械师对机械师对机械师对我说我说我说我说：：：：““““传传传传道人道人道人道人，，，，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件件件件东西不东西不东西不东西不对对对对。。。。我不知道他们为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

么这样么这样么这样么这样做做做做，，，，但在这个但在这个但在这个但在这个汽车汽车汽车汽车中他们中他们中他们中他们换换换换了了了了汽化器汽化器汽化器汽化器。。。。里面和外面都有里面和外面都有里面和外面都有里面和外面都有。。。。它它它它既可以既可以既可以既可以设成大量设成大量设成大量设成大量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设成设成设成设成少少少少量量量量。。。。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设设设设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大量大量大量大量。。。。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设置平均设置平均设置平均设置平均里里里里程程程程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油量多油量多油量多油量多，，，，供供供供应充足应充足应充足应充足。。。。””””

神的应许并不是让我们神的应许并不是让我们神的应许并不是让我们神的应许并不是让我们供供供供应贫应贫应贫应贫乏乏乏乏，，，，而是丰而是丰而是丰而是丰盛盛盛盛的的的的供供供供应应应应。。。。我们有丰我们有丰我们有丰我们有丰盛盛盛盛的的的的供供供供应应应应！！！！赞赞赞赞美主美主美主美主，，，，永永永永

永远远永远远永远远永远远！！！！

几年几年几年几年前前前前，，，，我在新我在新我在新我在新泽泽泽泽西西西西州州州州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小镇小镇小镇小镇里为三一五里为三一五里为三一五里为三一五旬旬旬旬节教会的节教会的节教会的节教会的 A.A.斯斯斯斯维维维维夫特牧师主持夫特牧师主持夫特牧师主持夫特牧师主持的一的一的一的一

个个个个聚聚聚聚会讲道会讲道会讲道会讲道。。。。那那那那里里里里，，，，他已经他已经他已经他已经 70岁岁岁岁了了了了。。。。那时那时那时那时我的讲道并不是这样我的讲道并不是这样我的讲道并不是这样我的讲道并不是这样，，，，我我我我只只只只是是是是很委婉很委婉很委婉很委婉地宣讲这一地宣讲这一地宣讲这一地宣讲这一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我知道这是我知道这是我知道这是我知道这是真真真真实可实可实可实可靠靠靠靠的的的的，，，，但没有但没有但没有但没有别别别别人宣讲神人宣讲神人宣讲神人宣讲神救救救救赎我们脱离了贫穷的咒诅赎我们脱离了贫穷的咒诅赎我们脱离了贫穷的咒诅赎我们脱离了贫穷的咒诅，，，，所以我不所以我不所以我不所以我不

知道我到知道我到知道我到知道我到底底底底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该该该该讲这一方面讲这一方面讲这一方面讲这一方面。。。。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斯斯斯斯维维维维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夫特弟兄是一个敬是一个敬是一个敬是一个敬畏畏畏畏神的人神的人神的人神的人，，，，是五是五是五是五旬旬旬旬节教节教节教节教派派派派的的的的老老老老前前前前辈辈辈辈，，，，被认为是被认为是被认为是被认为是最杰最杰最杰最杰出的出的出的出的

全备全备全备全备福音圣经教福音圣经教福音圣经教福音圣经教师师师师之一之一之一之一。。。。我就和他我就和他我就和他我就和他探讨探讨探讨探讨其中的一些经文其中的一些经文其中的一些经文其中的一些经文。。。。

““““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弟兄弟兄弟兄弟兄，，，，你所说的你所说的你所说的你所说的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正正正正确确确确，，，，””””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你应你应你应你应当当当当到到到到哪哪哪哪里就里就里就里就传传传传到到到到哪哪哪哪里里里里。。。。神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

每每每每一个人都富足一个人都富足一个人都富足一个人都富足。。。。””””

接接接接着他说着他说着他说着他说：：：：““““请请请请让我告让我告让我告让我告诉诉诉诉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怎怎怎怎么么么么发发发发现现现现这一这一这一这一真理真理真理真理的的的的。。。。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1908年接年接年接年接受了圣灵受了圣灵受了圣灵受了圣灵，，，，1911

年年年年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妻妻妻妻子和我到中国宣教子和我到中国宣教子和我到中国宣教子和我到中国宣教。。。。（（（（在有在有在有在有全备全备全备全备福音福音福音福音组织组织组织组织和五和五和五和五旬旬旬旬节教节教节教节教派派派派之前之前之前之前））））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伦敦伦敦伦敦伦敦出生出生出生出生长长长长大大大大，，，，然然然然后来到加后来到加后来到加后来到加拿拿拿拿大大大大，，，，后来后来后来后来又又又又到到到到美美美美国国国国，，，，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我在我在我在我在英格兰英格兰英格兰英格兰有些有些有些有些关关关关系系系系，，，，

在在在在那那那那里有个教会里有个教会里有个教会里有个教会支支支支持持持持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每年每年每年每年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 1236美美美美金金金金。。。。也就是说一个也就是说一个也就是说一个也就是说一个月月月月 103美美美美金金金金。。。。1911年年年年，，，，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大部分时大部分时大部分时大部分时间间间间都在中国宣教都在中国宣教都在中国宣教都在中国宣教。。。。

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有一个私私私私人人人人祷祷祷祷告的地方告的地方告的地方告的地方，，，，每次每次每次每次我我我我去去去去祷祷祷祷告的告的告的告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圣灵都在我的圣灵都在我的圣灵都在我的圣灵都在我的心心心心中中中中对对对对我说我说我说我说：：：：““““辞职辞职辞职辞职

吧吧吧吧。。。。如果这些人知道你相信说方如果这些人知道你相信说方如果这些人知道你相信说方如果这些人知道你相信说方言言言言，，，，他们是不会他们是不会他们是不会他们是不会支支支支持持持持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说方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说方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说方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说方言言言言是圣是圣是圣是圣

灵的灵的灵的灵的洗洗洗洗的的的的凭凭凭凭据据据据。。。。你一你一你一你一直对此直对此直对此直对此沉默沉默沉默沉默不不不不言言言言，，，，这这这这几几几几乎和说乎和说乎和说乎和说假假假假话话话话得钱一样得钱一样得钱一样得钱一样。。。。你无法宣你无法宣你无法宣你无法宣读读读读圣经的教圣经的教圣经的教圣经的教导导导导。。。。

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地地地地设设设设法法法法对对对对少少少少数数数数人讲人讲人讲人讲，，，，但是如果你但是如果你但是如果你但是如果你站站站站出来宣讲出来宣讲出来宣讲出来宣讲，，，，你就你就你就你就完完完完了了了了，，，，我要你宣讲我要你宣讲我要你宣讲我要你宣讲全备全备全备全备的的的的真真真真

理理理理。。。。””””

““““主主主主啊啊啊啊，，，，我能我能我能我能怎怎怎怎么么么么做做做做呢呢呢呢？？？？””””斯斯斯斯维维维维夫特弟兄最夫特弟兄最夫特弟兄最夫特弟兄最后后后后问主问主问主问主，，，，““““如果我如果我如果我如果我那那那那样样样样做做做做，，，，我和我的我和我的我和我的我和我的老老老老婆婆婆婆

孩孩孩孩子在中国就会没有任何经子在中国就会没有任何经子在中国就会没有任何经子在中国就会没有任何经济支济支济支济支持持持持。。。。在在在在 1912年年年年，，，，在在在在美美美美国没有经国没有经国没有经国没有经济支济支济支济支持持持持是是是是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的的的的，，，，但在中但在中但在中但在中

国没有经国没有经国没有经国没有经济支济支济支济支持持持持就就就就更更更更难过难过难过难过。。。。我到我到我到我到底该底该底该底该怎怎怎怎么么么么办呢办呢办呢办呢？？？？””””

神回应他说神回应他说神回应他说神回应他说：：：：““““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把把把把这个宣教这个宣教这个宣教这个宣教场场场场所所所所交交交交回他们回他们回他们回他们。。。。你从他们你从他们你从他们你从他们那那那那里里里里窃窃窃窃取是不取是不取是不取是不正正正正确的确的确的确的。。。。你你你你

到到到到另另另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去去去，，，，开开开开启启启启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工工工工。。。。””””

““““主主主主啊啊啊啊，，，，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支支支支持持持持就就就就去去去去开开开开启启启启一个新的事一个新的事一个新的事一个新的事工工工工，，，，这能这能这能这能做做做做得到得到得到得到吗吗吗吗？？？？””””

““““这就是我要你这就是我要你这就是我要你这就是我要你去去去去做做做做的的的的。。。。””””

““““难难难难道你不知道我应许使你富足道你不知道我应许使你富足道你不知道我应许使你富足道你不知道我应许使你富足吗吗吗吗？？？？””””

斯斯斯斯维维维维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回回回回答答答答说说说说：：：：““““如果你有这样的应许如果你有这样的应许如果你有这样的应许如果你有这样的应许，，，，我并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我并不知道。。。。但我确实但我确实但我确实但我确实想想想想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神的灵就神的灵就神的灵就神的灵就问问问问我我我我：：：：““““你你你你读过读过读过读过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3：：：：13节节节节吗吗吗吗？？？？这节经文说基督这节经文说基督这节经文说基督这节经文说基督救救救救赎你脱离了律法的赎你脱离了律法的赎你脱离了律法的赎你脱离了律法的

咒诅咒诅咒诅咒诅，，，，因他被咒诅因他被咒诅因他被咒诅因他被咒诅，，，，便使亚伯拉罕的福便使亚伯拉罕的福便使亚伯拉罕的福便使亚伯拉罕的福分分分分可以临到外邦人可以临到外邦人可以临到外邦人可以临到外邦人，，，，就是可以临到你就是可以临到你就是可以临到你就是可以临到你。。。。我所应许给我所应许给我所应许给我所应许给

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件件件件事就是我会使他富足事就是我会使他富足事就是我会使他富足事就是我会使他富足。。。。””””



当斯当斯当斯当斯维维维维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夫特弟兄讲讲讲讲述述述述这事的这事的这事的这事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他他他他对对对对我说我说我说我说：：：：““““事事事事情情情情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开开开开始向始向始向始向我我我我显显显显明了明了明了明了。。。。我我我我找找找找到到到到

圣经圣经圣经圣经阅读阅读阅读阅读，，，，毫毫毫毫无无无无疑问疑问疑问疑问，，，，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我我我递递递递交交交交了了了了辞呈辞呈辞呈辞呈，，，，到到到到另另另另外一个地方外一个地方外一个地方外一个地方去去去去开开开开始始始始新的服新的服新的服新的服侍侍侍侍。。。。前前前前半半半半

年年年年是是是是很很很很困困困困难难难难的的的的。。。。””””

不要认为会没有任何不要认为会没有任何不要认为会没有任何不要认为会没有任何试试试试炼炼炼炼。。。。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情情情情，，，，就有就有就有就有试试试试炼炼炼炼，，，，看起看起看起看起来还没有应来还没有应来还没有应来还没有应验验验验，，，，但这并不但这并不但这并不但这并不意意意意味味味味着着着着

神的应许不可神的应许不可神的应许不可神的应许不可靠靠靠靠。。。。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神并神并神并神并非非非非总总总总是在是在是在是在周六周六周六周六的的的的晚晚晚晚上上上上结结结结账账账账。。。。神并不是神并不是神并不是神并不是每每每每月月月月第第第第一一一一天天天天就就就就结结结结账账账账。。。。

但我要告但我要告但我要告但我要告诉诉诉诉你你你你————————神神神神早早早早晚晚晚晚会了会了会了会了结结结结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早早早早晚晚晚晚会有会有会有会有偿偿偿偿付付付付工价工价工价工价的的的的那那那那一一一一天天天天的的的的！！！！

许许许许多多多多人认为自人认为自人认为自人认为自己逃己逃己逃己逃脱了脱了脱了脱了罪罪罪罪，，，，因为他们已经因为他们已经因为他们已经因为他们已经逃逃逃逃脱了一个脱了一个脱了一个脱了一个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审判降审判降审判降审判降临到他们身临到他们身临到他们身临到他们身

上上上上，，，，他们已经他们已经他们已经他们已经逃逃逃逃脱了脱了脱了脱了两两两两个个个个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审判审判审判审判还是没有还是没有还是没有还是没有降降降降临临临临。。。。他们他们他们他们逃逃逃逃脱了一个脱了一个脱了一个脱了一个月或更长月或更长月或更长月或更长的的的的时时时时间间间间，，，，还还还还

是没有受到是没有受到是没有受到是没有受到审判审判审判审判。。。。他们就他们就他们就他们就开开开开始始始始感感感感到到到到轻松轻松轻松轻松。。。。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我我我我好好好好像像像像是已经是已经是已经是已经逃逃逃逃脱脱脱脱，，，，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但我要但我要但我要但我要

告告告告诉诉诉诉你你你你，，，，早早早早晚晚晚晚审判审判审判审判会来临的会来临的会来临的会来临的。。。。

““““那那那那一一一一年年年年的前的前的前的前六六六六个个个个月月月月，，，，””””斯斯斯斯维维维维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夫特弟兄告告告告诉诉诉诉我说我说我说我说，，，，““““看看看看来我的来我的来我的来我的妻妻妻妻子子子子儿儿儿儿女要女要女要女要饿饿饿饿死在中国了死在中国了死在中国了死在中国了，，，，

英格兰英格兰英格兰英格兰的经的经的经的经济支济支济支济支持持持持断断断断绝绝绝绝了了了了，，，，在在在在美美美美国也没有人国也没有人国也没有人国也没有人支支支支持持持持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能我们能我们能我们能做做做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呢呢呢？？？？””””

““““但我还是但我还是但我还是但我还是平平平平静静静静地地地地呆呆呆呆下下下下去去去去，，，，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做很多做很多做很多做很多的的的的祷祷祷祷告告告告。。。。我我我我只只只只是提是提是提是提醒醒醒醒神他所说的神他所说的神他所说的神他所说的话话话话。。。。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道他会道他会道他会道他会成成成成就事就事就事就事情情情情的的的的。。。。””””

““““当那当那当那当那一一一一年过年过年过年过去去去去，，，，我回头查我回头查我回头查我回头查看看看看，，，，神给了我神给了我神给了我神给了我 375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

在在在在 1912 年年年年，，，，3750 美美美美金等金等金等金等于于于于今今今今天天天天的的的的 15000 美美美美金金金金或或或或者者者者还还还还多多多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他以前他以前他以前他以前每年每年每年每年才得才得才得才得 1236

美美美美金金金金。。。。这一这一这一这一年年年年他所得到的是以前所得的三他所得到的是以前所得的三他所得到的是以前所得的三他所得到的是以前所得的三倍倍倍倍。。。。神应许使他富足神应许使他富足神应许使他富足神应许使他富足。。。。赞赞赞赞美主美主美主美主，，，，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永永远远！！！！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们中的许我们中的许我们中的许我们中的许多多多多人并不是因为人并不是因为人并不是因为人并不是因为尊崇尊崇尊崇尊崇神才神才神才神才导致导致导致导致了贫穷了贫穷了贫穷了贫穷，，，，而是因为我们并没而是因为我们并没而是因为我们并没而是因为我们并没

有有有有尊崇尊崇尊崇尊崇他他他他。。。。

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甘坚信弟兄弟兄弟兄弟兄，，，，你所说的不你所说的不你所说的不你所说的不错错错错，，，，但我就是但我就是但我就是但我就是怕怕怕怕钱钱钱钱。。。。””””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我我我问问问问。。。。

““““因为圣经上说因为圣经上说因为圣经上说因为圣经上说，，，，钱是钱是钱是钱是万万万万恶恶恶恶之根之根之根之根。。。。””””

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说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说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说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说。。。。圣经上说的是圣经上说的是圣经上说的是圣经上说的是，，，，““““贪财贪财贪财贪财是是是是万万万万恶恶恶恶之根之根之根之根””””（（（（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 6：：：：10））））。。。。你你你你

可能一个可能一个可能一个可能一个硬币硬币硬币硬币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但但但但仍仍仍仍然然然然犯犯犯犯了这个了这个了这个了这个罪罪罪罪，，，，拥有钱拥有钱拥有钱拥有钱财财财财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错错错错；；；；但让钱但让钱但让钱但让钱财辖制财辖制财辖制财辖制你就你就你就你就错错错错

了了了了。。。。

如果钱如果钱如果钱如果钱财财财财成成成成为一个人的为一个人的为一个人的为一个人的主主主主人人人人，，，，那那那那就就就就错错错错了了了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贪恋贪恋贪恋贪恋钱钱钱钱财财财财的人的人的人的人，，，，不管到不管到不管到不管到哪哪哪哪里里里里去去去去都会都会都会都会想想想想方方方方

设设设设法地取得钱法地取得钱法地取得钱法地取得钱财财财财。。。。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砍砍砍砍下下下下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手手手手，，，，他就会用他就会用他就会用他就会用脚趾脚趾脚趾脚趾头取得钱头取得钱头取得钱头取得钱财财财财。。。。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砍砍砍砍下下下下了他的了他的了他的了他的脚趾脚趾脚趾脚趾

头头头头，，，，他就会用他就会用他就会用他就会用牙牙牙牙取得钱取得钱取得钱取得钱财财财财。。。。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把把把把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牙拔牙拔牙拔牙拔下下下下来来来来，，，，他就会用他就会用他就会用他就会用牙床咬牙床咬牙床咬牙床咬。。。。如果他有如果他有如果他有如果他有贪财贪财贪财贪财之之之之心心心心，，，，

他就会他就会他就会他就会想想想想方方方方设设设设法取得钱法取得钱法取得钱法取得钱财财财财。。。。钱钱钱钱财财财财就是他的就是他的就是他的就是他的主主主主人人人人。。。。

圣经上说圣经上说圣经上说圣经上说，，，，银银银银子和金子都是神的子和金子都是神的子和金子都是神的子和金子都是神的（（（（哈该哈该哈该哈该书书书书 2：：：：8））））。。。。圣经上还说圣经上还说圣经上还说圣经上还说千山千山千山千山的的的的牛羊牛羊牛羊牛羊都是神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的（（（（诗诗诗诗

篇篇篇篇 50：：：：10））））。。。。神为什么神为什么神为什么神为什么把把把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放放放放在世在世在世在世间呢间呢间呢间呢？？？？他他他他把把把把金金金金银牛羊银牛羊银牛羊银牛羊放放放放在世在世在世在世间间间间肯定肯定肯定肯定不是为了不是为了不是为了不是为了魔鬼魔鬼魔鬼魔鬼和和和和

它它它它的的的的匪匪匪匪帮帮帮帮！！！！如果他这样如果他这样如果他这样如果他这样做做做做是为了是为了是为了是为了魔鬼及魔鬼及魔鬼及魔鬼及其其其其匪匪匪匪帮帮帮帮，，，，他就他就他就他就爱爱爱爱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儿儿儿儿女女女女胜胜胜胜过爱过爱过爱过爱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儿儿儿儿女了女了女了女了。。。。

这就这就这就这就像像像像一个人不管自一个人不管自一个人不管自一个人不管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任任任任凭凭凭凭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挨饿挨饿挨饿挨饿，，，，让他们让他们让他们让他们漂泊街漂泊街漂泊街漂泊街头头头头，，，，不为他们不为他们不为他们不为他们付付付付房租房租房租房租，，，，

却为其他的女人却为其他的女人却为其他的女人却为其他的女人付付付付房租房租房租房租，，，，养养养养活其他女人的活其他女人的活其他女人的活其他女人的儿儿儿儿女女女女。。。。神并没有神并没有神并没有神并没有爱爱爱爱魔鬼胜魔鬼胜魔鬼胜魔鬼胜过爱过爱过爱过爱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对对对对不不不不对对对对？？？？

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弟兄弟兄弟兄弟兄，，，，我我我我猜猜猜猜我是我是我是我是另另另另一个约伯一个约伯一个约伯一个约伯。。。。””””

你说你是你说你是你说你是你说你是另另另另一个约伯一个约伯一个约伯一个约伯，，，，这到这到这到这到底底底底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意思意思意思呢呢呢呢？？？？赞赞赞赞美主美主美主美主，，，，如果你是神的约伯如果你是神的约伯如果你是神的约伯如果你是神的约伯，，，，你会得你会得你会得你会得医医医医

治治治治。。。。约伯得了约伯得了约伯得了约伯得了医治医治医治医治。。。。

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想想想想：：：：““““可可可可怜怜怜怜的的的的年年年年迈迈迈迈的约伯的约伯的约伯的约伯，，，，他他他他饱饱饱饱经经经经沧桑沧桑沧桑沧桑，，，，得病受得病受得病受得病受苦苦苦苦，，，，历历历历经经经经磨磨磨磨难难难难。。。。””””

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呢呢呢？？？？整个的约伯记整个的约伯记整个的约伯记整个的约伯记只只只只是是是是发发发发生在生在生在生在九九九九个个个个月月月月之之之之内内内内。。。。如果约伯如果约伯如果约伯如果约伯又又又又病了病了病了病了，，，，我们不知我们不知我们不知我们不知

道道道道。。。。圣经上也没有这样说圣经上也没有这样说圣经上也没有这样说圣经上也没有这样说。。。。如果如果如果如果真真真真有有有有类类类类似的事似的事似的事似的事，，，，圣经也会这样记圣经也会这样记圣经也会这样记圣经也会这样记载载载载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医治医治医治医治了他的身体了他的身体了他的身体了他的身体！！！！神神神神又又又又给他给他给他给他十十十十个个个个孩孩孩孩子子子子。。。。神所给他的是他神所给他的是他神所给他的是他神所给他的是他开开开开始始始始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两两两两倍倍倍倍：：：：两两两两倍倍倍倍的的的的骆骆骆骆

驼驼驼驼，，，，两两两两倍倍倍倍的的的的羊羊羊羊，，，，两两两两倍倍倍倍的的的的牛牛牛牛，，，，两两两两倍倍倍倍的的的的驴驴驴驴。。。。而而而而且且且且，，，，此此此此后约伯后约伯后约伯后约伯又又又又活了活了活了活了 140年年年年。。。。他得他得他得他得见见见见他他他他孩孩孩孩子的子的子的子的孩孩孩孩

子子子子，，，，直直直直到到到到四代四代四代四代。。。。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归归归归给给给给主主主主！！！！这就是神这就是神这就是神这就是神做做做做事的方事的方事的方事的方式式式式。。。。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兴旺兴旺兴旺兴旺是是是是错误错误错误错误的的的的，，，，那那那那么神么神么神么神那那那那样样样样做做做做就就就就

错错错错了了了了。。。。



箴言箴言箴言箴言 19：：：：17

怜悯怜悯怜悯怜悯贫穷的贫穷的贫穷的贫穷的，，，，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借借借借给耶和给耶和给耶和给耶和华华华华；；；；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善善善善行行行行，，，，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必必必必偿偿偿偿还还还还。。。。

在在在在社社社社会中会中会中会中总总总总是有不是有不是有不是有不幸幸幸幸者者者者存在存在存在存在。。。。神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使我们使我们使我们使我们兴旺兴旺兴旺兴旺，，，，但他并不要我们但他并不要我们但他并不要我们但他并不要我们吝啬吝啬吝啬吝啬。。。。他要他要他要他要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帮助帮助帮助帮助他人他人他人他人，，，，所以神说所以神说所以神说所以神说：：：：““““怜悯怜悯怜悯怜悯贫穷的贫穷的贫穷的贫穷的，，，，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借借借借给耶和给耶和给耶和给耶和华华华华。。。。””””如果今如果今如果今如果今天主天主天主天主来到你的面前说来到你的面前说来到你的面前说来到你的面前说：：：：

““““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 10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你会你会你会你会借借借借给他给他给他给他吗吗吗吗？？？？或或或或者者者者有你的一个有你的一个有你的一个有你的一个弟兄弟兄弟兄弟兄来到你的面前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到你的面前要来到你的面前要借借借借 100美美美美金金金金，，，，如如如如

果你能果你能果你能果你能借借借借出的出的出的出的话话话话，，，，你会你会你会你会借借借借给他给他给他给他吗吗吗吗？？？？

““““怜悯怜悯怜悯怜悯贫穷的贫穷的贫穷的贫穷的，，，，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借借借借给耶和给耶和给耶和给耶和华华华华””””这是圣经上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而而而而且且且且神说神说神说神说：：：：““““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必必必必偿偿偿偿还还还还。。。。””””我我我我

相信他必会相信他必会相信他必会相信他必会偿偿偿偿还还还还，，，，你相信你相信你相信你相信吗吗吗吗？？？？我不相信神会说我不相信神会说我不相信神会说我不相信神会说谎谎谎谎。。。。

神神神神怎怎怎怎样样样样偿偿偿偿还还还还呢呢呢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但我但我但我想想想想从从从从路路路路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 5：：：：4-7节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节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节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节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启启启发发发发。。。。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借借借借西西西西门门门门彼彼彼彼得的得的得的得的船船船船，，，，他给了他给了他给了他给了彼彼彼彼得得得得两两两两船鱼船鱼船鱼船鱼来来来来偿偿偿偿还还还还。。。。这就是说这就是说这就是说这就是说：：：：主主主主是不会是不会是不会是不会小器小器小器小器的的的的！！！！

我我我我想想想想让人知道让人知道让人知道让人知道，，，，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站站站站在在在在主主主主这一这一这一这一边边边边的的的的。。。。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蒙蒙蒙蒙福的一方福的一方福的一方福的一方。。。。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运运运运用我在基督里所属用我在基督里所属用我在基督里所属用我在基督里所属于于于于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我我我希望希望希望希望你也你也你也你也端正态度端正态度端正态度端正态度，，，，你你你你现现现现在知道你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福在知道你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福在知道你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福在知道你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福分分分分了了了了。。。。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亚亚亚！！！！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赎出疾病的咒诅赎出疾病的咒诅赎出疾病的咒诅赎出疾病的咒诅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3：：：：13

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 28：：：：15-22，，，，27-29，，，，35，，，，58-61

15 你你你你若若若若不不不不听听听听从耶和从耶和从耶和从耶和华华华华你神的你神的你神的你神的话话话话，，，，不不不不谨谨谨谨守遵守遵守遵守遵行行行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就是我今就是我今就是我今日吩咐日吩咐日吩咐日吩咐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这以这以这以这以下下下下的咒诅都的咒诅都的咒诅都的咒诅都追随追随追随追随你你你你，，，，临到你身上临到你身上临到你身上临到你身上。。。。

16 城城城城里必受咒诅里必受咒诅里必受咒诅里必受咒诅，，，，在在在在田间田间田间田间也必受咒诅也必受咒诅也必受咒诅也必受咒诅。。。。

17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筐筐筐筐子和你的子和你的子和你的子和你的抟抟抟抟面面面面盆盆盆盆，，，，都必受咒诅都必受咒诅都必受咒诅都必受咒诅。。。。

18 你身所生的你身所生的你身所生的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地所产的地所产的地所产的，，，，以以以以及牛犊及牛犊及牛犊及牛犊、、、、羔羊羔羊羔羊羔羊，，，，都必受咒诅都必受咒诅都必受咒诅都必受咒诅。。。。

19 你出也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入入入也受咒诅也受咒诅也受咒诅也受咒诅。。。。

20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因你因你因你因你行行行行恶抛弃恶抛弃恶抛弃恶抛弃他他他他，，，，必在你必在你必在你必在你手手手手里所里所里所里所办办办办的一切事上的一切事上的一切事上的一切事上，，，，使咒诅使咒诅使咒诅使咒诅、、、、扰乱扰乱扰乱扰乱、、、、责责责责罚临到你罚临到你罚临到你罚临到你，，，，

直直直直到你被到你被到你被到你被毁毁毁毁灭灭灭灭，，，，速速速速速速速速的的的的灭灭灭灭亡亡亡亡。。。。

21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必使必使必使必使瘟疫贴瘟疫贴瘟疫贴瘟疫贴在你身上在你身上在你身上在你身上，，，，直直直直到他到他到他到他将将将将你从所你从所你从所你从所进去进去进去进去得为业的地上得为业的地上得为业的地上得为业的地上灭灭灭灭绝绝绝绝。。。。

22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要用要用要用要用痨痨痨痨病病病病、、、、热热热热病病病病、、、、火症火症火症火症、、、、疟疟疟疟疾疾疾疾、、、、刀剑刀剑刀剑刀剑、、、、旱风旱风旱风旱风、、、、霉烂攻击霉烂攻击霉烂攻击霉烂攻击你你你你。。。。

27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必用必用必用必用埃及埃及埃及埃及人的人的人的人的疮疮疮疮，，，，并并并并痔疮痔疮痔疮痔疮、、、、牛皮癣牛皮癣牛皮癣牛皮癣、、、、与与与与疥攻击疥攻击疥攻击疥攻击你你你你，，，，使你使你使你使你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医治医治医治医治。。。。

28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必用必用必用必用癫狂癫狂癫狂癫狂、、、、眼眼眼眼瞎瞎瞎瞎、、、、心心心心惊攻击惊攻击惊攻击惊攻击你你你你。。。。

29 你必在你必在你必在你必在午间摸索午间摸索午间摸索午间摸索，，，，好好好好像瞎像瞎像瞎像瞎子在子在子在子在暗暗暗暗中中中中摸索摸索摸索摸索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你所你所你所你所行行行行的必不的必不的必不的必不亨亨亨亨

通通通通，，，，时时时时常常常常遭遇欺压遭遇欺压遭遇欺压遭遇欺压、、、、抢夺抢夺抢夺抢夺，，，，无人无人无人无人搭搭搭搭救救救救。。。。

35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必必必必攻击攻击攻击攻击你你你你，，，，使你使你使你使你膝膝膝膝上上上上、、、、腿腿腿腿上上上上，，，，从从从从脚掌脚掌脚掌脚掌到头到头到头到头项项项项，，，，长毒疮长毒疮长毒疮长毒疮无法无法无法无法

医治医治医治医治。。。。

58-59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话话话，，，，是叫你敬是叫你敬是叫你敬是叫你敬畏畏畏畏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你神可荣可你神可荣可你神可荣可你神可荣可畏畏畏畏的的的的名名名名。。。。

你你你你若若若若不不不不谨谨谨谨守遵守遵守遵守遵行行行行，，，，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就必就必就必就必降奇灾降奇灾降奇灾降奇灾，，，，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至大至至大至至大至至大至长长长长的的的的灾灾灾灾，，，，至至至至重重重重至至至至久久久久的病的病的病的病，，，，加在你和加在你和加在你和加在你和

你后裔的身上你后裔的身上你后裔的身上你后裔的身上。。。。

60 也必使你所也必使你所也必使你所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惧怕埃及惧怕埃及惧怕埃及人的病人的病人的病人的病，，，，都临到你都临到你都临到你都临到你，，，，贴贴贴贴在你身上在你身上在你身上在你身上。。。。



61 又又又又必必必必将将将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各各各样疾病样疾病样疾病样疾病、、、、灾殃灾殃灾殃灾殃，，，，降降降降在你身上在你身上在你身上在你身上，，，，直直直直到你到你到你到你灭灭灭灭亡亡亡亡。。。。

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看看看看出出出出，，，，疾病来自律法的咒诅疾病来自律法的咒诅疾病来自律法的咒诅疾病来自律法的咒诅。。。。此此此此处所处所处所处所列列列列的的的的

可可可可怕怕怕怕的疾病事实上的疾病事实上的疾病事实上的疾病事实上，，，，根据根据根据根据第第第第 61节经文节经文节经文节经文，，，，每每每每一个疾病都是违背神的律法而一个疾病都是违背神的律法而一个疾病都是违背神的律法而一个疾病都是违背神的律法而遭遭遭遭受的惩罚受的惩罚受的惩罚受的惩罚。。。。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必使必使必使必使……………………””””，，，，钦钦钦钦定本对定本对定本对定本对这些经文的这些经文的这些经文的这些经文的翻译翻译翻译翻译会使我们神会使我们神会使我们神会使我们神把把把把疾病和疾病和疾病和疾病和痛苦痛苦痛苦痛苦加给他的子加给他的子加给他的子加给他的子民民民民

的的的的。。。。

罗伯罗伯罗伯罗伯特特特特····杨博士杨博士杨博士杨博士所著的所著的所著的所著的《《《《圣经圣经圣经圣经翻译翻译翻译翻译点点点点滴滴滴滴》》》》指出指出指出指出，，，，在在在在希希希希伯来伯来伯来伯来原原原原文中文中文中文中，，，，动词动词动词动词中许可中许可中许可中许可、、、、容容容容许许许许

式式式式的的的的，，，，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使使使使””””的的的的意思意思意思意思。。。。实实实实际际际际上上上上，，，，应应应应当当当当翻译翻译翻译翻译成成成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主主主主允允允允许你受许你受许你受许你受折磨折磨折磨折磨……………………主主主主允允允允

许这些许这些许这些许这些瘟疫瘟疫瘟疫瘟疫加在你的身上加在你的身上加在你的身上加在你的身上……………………””””

在在在在钦钦钦钦定本定本定本定本中其他许中其他许中其他许中其他许多动词多动词多动词多动词也也也也翻译翻译翻译翻译成成成成了了了了““““使使使使””””的的的的意思意思意思意思。。。。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以以以以赛赛赛赛亚书亚书亚书亚书 45：：：：7节节节节翻译翻译翻译翻译

为为为为：：：：““““我我我我造造造造光光光光，，，，又又又又造暗造暗造暗造暗；；；；我我我我施施施施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又又又又降灾降灾降灾降灾祸祸祸祸；；；；造造造造这一切的是我耶和这一切的是我耶和这一切的是我耶和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华华华。。。。””””是神是神是神是神降灾降灾降灾降灾祸祸祸祸

吗吗吗吗？？？？不不不不，，，，那那那那就使神就使神就使神就使神成成成成了了了了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神可以神可以神可以神可以允允允允许许许许灾灾灾灾祸祸祸祸存在存在存在存在，，，，但不是神但不是神但不是神但不是神造造造造了了了了灾灾灾灾祸祸祸祸。。。。

在在在在钦钦钦钦定本定本定本定本中中中中把把把把阿阿阿阿摩摩摩摩斯斯斯斯书书书书 3：：：：6节节节节翻译翻译翻译翻译为为为为：：：：““““城城城城中中中中若若若若吹角吹角吹角吹角，，，，百百百百姓岂姓岂姓岂姓岂不不不不惊惊惊惊恐恐恐恐吗吗吗吗？？？？灾灾灾灾祸祸祸祸和和和和罪恶罪恶罪恶罪恶

若若若若临到一临到一临到一临到一城城城城，，，，其其其其非非非非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所所所所降降降降所为所为所为所为吗吗吗吗？？？？””””（（（（新新新新译译译译））））如果是如果是如果是如果是灾灾灾灾祸祸祸祸和和和和罪恶罪恶罪恶罪恶是神所是神所是神所是神所降降降降所为所为所为所为，，，，神就没神就没神就没神就没

有有有有权权权权利利利利审判审判审判审判世人的世人的世人的世人的罪罪罪罪了了了了。。。。但神并没有但神并没有但神并没有但神并没有降灾降灾降灾降灾为为为为恶恶恶恶；；；；他他他他只只只只是是是是允允允允许许许许灾灾灾灾祸祸祸祸和和和和罪恶罪恶罪恶罪恶存在存在存在存在。。。。在在在在““““所所所所降降降降所所所所

为为为为””””和和和和““““允允允允许许许许””””之之之之间间间间是有着是有着是有着是有着极极极极大大大大的的的的区区区区别别别别的的的的。。。。

当当当当扫扫扫扫罗罗罗罗王王王王违背神违背神违背神违背神时时时时，，，，撒撒撒撒母耳母耳母耳母耳记上记上记上记上 16：：：：14节说节说节说节说：：：：““““耶和耶和耶和耶和华华华华的灵离的灵离的灵离的灵离开开开开扫扫扫扫罗罗罗罗，，，，有有有有恶魔恶魔恶魔恶魔从耶和从耶和从耶和从耶和

华华华华那那那那里来里来里来里来扰乱扰乱扰乱扰乱他他他他。。。。””””

实实实实际际际际上所上所上所上所发发发发生的是生的是生的是生的是，，，，因为因为因为因为扫扫扫扫罗罗罗罗犯罪犯罪犯罪犯罪失失失失去去去去了了了了与与与与神的神的神的神的同同同同在在在在，，，，神任神任神任神任凭凭凭凭邪邪邪邪灵从灵从灵从灵从恶魔恶魔恶魔恶魔那那那那里来里来里来里来扰乱扰乱扰乱扰乱

扫扫扫扫罗罗罗罗。。。。

这些经文在这些经文在这些经文在这些经文在希希希希伯来伯来伯来伯来原原原原文中都是文中都是文中都是文中都是容容容容许许许许、、、、许可的许可的许可的许可的时时时时态态态态，，，，但在但在但在但在英英英英文中因为并没有文中因为并没有文中因为并没有文中因为并没有与此与此与此与此相应的相应的相应的相应的

时时时时态态态态，，，，希希希希伯来伯来伯来伯来原原原原文中的文中的文中的文中的动词动词动词动词就被就被就被就被翻译翻译翻译翻译成成成成了使了使了使了使役形役形役形役形式式式式。。。。

神并没有神并没有神并没有神并没有像像像像这些经文所这些经文所这些经文所这些经文所表表表表明的明的明的明的那那那那样样样样降降降降下下下下瘟疫瘟疫瘟疫瘟疫和疾病在他的子和疾病在他的子和疾病在他的子和疾病在他的子民民民民身上身上身上身上。。。。圣经并没有教圣经并没有教圣经并没有教圣经并没有教导导导导

我们说这些东西是我们说这些东西是我们说这些东西是我们说这些东西是直接直接直接直接来自神的来自神的来自神的来自神的。。。。

当当当当神的子神的子神的子神的子民民民民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律法时时时时，，，，他们就离他们就离他们就离他们就离开开开开了神的保护了神的保护了神的保护了神的保护。。。。神所能神所能神所能神所能做做做做的的的的只只只只是是是是容容容容许许许许魔鬼魔鬼魔鬼魔鬼把把把把

这些这些这些这些灾灾灾灾难难难难降降降降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

在申命记在申命记在申命记在申命记 28章中章中章中章中列列列列举举举举了违背神的律法了违背神的律法了违背神的律法了违背神的律法带带带带来的咒诅来的咒诅来的咒诅来的咒诅导致导致导致导致的的的的各各各各种疾病种疾病种疾病种疾病。。。。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瘟疫瘟疫瘟疫瘟疫、、、、

痨痨痨痨病病病病（（（（肺肺肺肺结结结结核核核核））））、、、、热热热热病病病病（（（（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斑疹伤寒斑疹伤寒斑疹伤寒斑疹伤寒、、、、猩红猩红猩红猩红热热热热、、、、天天天天花花花花等等等等各各各各种种种种发发发发疹性疹性疹性疹性的的的的热热热热病病病病））））、、、、火症火症火症火症、、、、埃及埃及埃及埃及

人的人的人的人的疮疮疮疮、、、、疥癣疥癣疥癣疥癣（（（（各各各各种种种种皮皮皮皮肤肤肤肤病病病病））））、、、、疥疮疥疮疥疮疥疮、、、、癫狂癫狂癫狂癫狂、、、、眼眼眼眼瞎瞎瞎瞎。。。。””””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 60节经文还有节经文还有节经文还有节经文还有““““所有你所所有你所所有你所所有你所惧怕惧怕惧怕惧怕的的的的埃及埃及埃及埃及人的病人的病人的病人的病。。。。““““61节经文包括了所有疾病节经文包括了所有疾病节经文包括了所有疾病节经文包括了所有疾病：：：：““““没没没没

有写在律法书上的有写在律法书上的有写在律法书上的有写在律法书上的各各各各样疾病样疾病样疾病样疾病、、、、灾殃灾殃灾殃灾殃””””。。。。

疾病疾病疾病疾病：：：：是祝福还是咒诅是祝福还是咒诅是祝福还是咒诅是祝福还是咒诅？？？？

疾病是祝福还是咒诅疾病是祝福还是咒诅疾病是祝福还是咒诅疾病是祝福还是咒诅？？？？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告告告告诉诉诉诉我们疾病是一种咒诅我们疾病是一种咒诅我们疾病是一种咒诅我们疾病是一种咒诅。。。。有些人会使你相信疾病是有些人会使你相信疾病是有些人会使你相信疾病是有些人会使你相信疾病是

神给他的神给他的神给他的神给他的儿儿儿儿女的女的女的女的““““祝福祝福祝福祝福””””。。。。（（（（如果神如果神如果神如果神真真真真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我我我我更更更更喜喜喜喜欢欢欢欢让让让让别别别别的人承受这种的人承受这种的人承受这种的人承受这种““““祝福祝福祝福祝福””””。。。。））））但但但但

根据神的根据神的根据神的根据神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疾病是一种咒诅疾病是一种咒诅疾病是一种咒诅疾病是一种咒诅，，，，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才是祝福才是祝福才是祝福才是祝福！！！！

疾病使人不疾病使人不疾病使人不疾病使人不舒适舒适舒适舒适，，，，给人给人给人给人带带带带来来来来痛苦痛苦痛苦痛苦。。。。它它它它使使使使家家家家人和人和人和人和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也受到也受到也受到也受到拘束拘束拘束拘束，，，，他们必他们必他们必他们必须须须须关关关关照他们所照他们所照他们所照他们所

爱爱爱爱的的的的患患患患病的人病的人病的人病的人。。。。疾病是人疾病是人疾病是人疾病是人类类类类的的的的敌敌敌敌人人人人。。。。

疾病是疾病是疾病是疾病是盗贼盗贼盗贼盗贼，，，，是是是是强强强强盗盗盗盗。。。。它它它它盗盗盗盗窃窃窃窃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又又又又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年年年年轻轻轻轻母母母母亲的亲的亲的亲的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美美美美丽丽丽丽和和和和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它它它它从从从从丈丈丈丈

夫那夫那夫那夫那里里里里抢抢抢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妻妻妻妻子子子子，，，，从从从从孩孩孩孩子子子子那那那那里里里里抢抢抢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母母母母亲亲亲亲，，，，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它它它它使得病的使得病的使得病的使得病的年年年年轻轻轻轻母母母母亲亲亲亲再再再再也不能够也不能够也不能够也不能够履履履履行行行行妻妻妻妻

子和子和子和子和母母母母亲的亲的亲的亲的职责职责职责职责。。。。

疾病也疾病也疾病也疾病也劫掠劫掠劫掠劫掠了许了许了许了许多多多多的的的的年年年年轻轻轻轻人人人人，，，，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正正正正在在在在年年年年轻轻轻轻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就疾病临身就疾病临身就疾病临身就疾病临身，，，，疾病使他们充疾病使他们充疾病使他们充疾病使他们充满满满满了了了了焦虑焦虑焦虑焦虑

和和和和恐恐恐恐惧惧惧惧，，，，劫掠劫掠劫掠劫掠了他们的信了他们的信了他们的信了他们的信心心心心。。。。



疾病疾病疾病疾病抢抢抢抢走了人们的走了人们的走了人们的走了人们的幸幸幸幸福福福福、、、、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也也也也抢抢抢抢走了人们走了人们走了人们走了人们本本本本来可以用来可以用来可以用来可以用于于于于其他方面的金钱其他方面的金钱其他方面的金钱其他方面的金钱。。。。

疾病疾病疾病疾病：：：：它是出于神的旨意吗它是出于神的旨意吗它是出于神的旨意吗它是出于神的旨意吗？？？？

疾病不是神疾病不是神疾病不是神疾病不是神对对对对他的子他的子他的子他的子民民民民的的的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他不他不他不他不想想想想因为他们不顺服就因为他们不顺服就因为他们不顺服就因为他们不顺服就把把把把咒诅加在他的咒诅加在他的咒诅加在他的咒诅加在他的孩孩孩孩子们身子们身子们身子们身

上上上上；；；；他要的是用他要的是用他要的是用他要的是用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祝福他们。。。。

““““嗯嗯嗯嗯，，，，””””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对对对对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相信在我相信在我相信在我相信在旧旧旧旧约中神是以约中神是以约中神是以约中神是以色色色色列列列列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医治医治医治医治者者者者，，，，他他他他想想想想让以让以让以让以色色色色列列列列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子女子女子女子女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但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但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但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但我们不是生活在这旧旧旧旧约中约中约中约中。。。。””””

我们不是生活在我们不是生活在我们不是生活在我们不是生活在旧旧旧旧约中约中约中约中。。。。但如果但如果但如果但如果旧旧旧旧约中提约中提约中提约中提供供供供了了了了医治医治医治医治而新约中没有而新约中没有而新约中没有而新约中没有，，，，我就我就我就我就怀疑怀疑怀疑怀疑新约新约新约新约真真真真的的的的

比比比比旧旧旧旧约约约约更更更更美美美美善善善善吗吗吗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圣经说新约圣经说新约圣经说新约圣经说新约更更更更美美美美善善善善：：：：

希希希希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 8：：：：6

如今耶稣所得的如今耶稣所得的如今耶稣所得的如今耶稣所得的职职职职任是任是任是任是更更更更美美美美的的的的，，，，正正正正如他如他如他如他作作作作更更更更美美美美之约的中保之约的中保之约的中保之约的中保：：：：这约这约这约这约原原原原是是是是凭更凭更凭更凭更美美美美之应许立之应许立之应许立之应许立

的的的的。。。。

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这些经文都是来自新约这些经文都是来自新约这些经文都是来自新约这些经文都是来自新约：：：：““““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

咒诅咒诅咒诅咒诅。。。。””””（（（（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3：：：：13））））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并不是让我们得病并不是让我们得病并不是让我们得病并不是让我们得病。。。。在在在在旧旧旧旧约约约约时时时时代代代代，，，，以以以以色色色色列列列列人的子女得病不是神的人的子女得病不是神的人的子女得病不是神的人的子女得病不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因为因为因为因为

他们是神的他们是神的他们是神的他们是神的仆仆仆仆人人人人。。。。今今今今天天天天，，，，我们是神的子女我们是神的子女我们是神的子女我们是神的子女。。。。如果说如果说如果说如果说连连连连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仆仆仆仆人得病都不是神的人得病都不是神的人得病都不是神的人得病都不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那那那那么么么么

他的子女得病他的子女得病他的子女得病他的子女得病更更更更不可能是神的不可能是神的不可能是神的不可能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了了了了！！！！疾病不是出疾病不是出疾病不是出疾病不是出于爱于爱于爱于爱。。。。而神就是而神就是而神就是而神就是爱爱爱爱。。。。

在在在在路路路路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 13章章章章，，，，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于安于安于安于安息息息息日日日日在一个在一个在一个在一个犹犹犹犹太会太会太会太会堂堂堂堂里教里教里教里教训训训训人人人人。。。。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弯腰弯腰弯腰弯腰的女人来到的女人来到的女人来到的女人来到。。。。

她她她她得的可能是得的可能是得的可能是得的可能是关关关关节节节节炎炎炎炎或或或或者者者者其他这种其他这种其他这种其他这种性性性性质的病质的病质的病质的病，，，，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她她她她的的的的腰腰腰腰直直直直不不不不起起起起来来来来。。。。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把把把把她她她她叫到面前说叫到面前说叫到面前说叫到面前说：：：：

““““女人女人女人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你脱离这病了你脱离这病了你脱离这病了。。。。””””（（（（12节节节节））））

管会管会管会管会堂堂堂堂的因为耶稣的因为耶稣的因为耶稣的因为耶稣医医医医好好好好了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非非非非常生常生常生常生气气气气，，，，那时那时那时那时耶稣就说耶稣就说耶稣就说耶稣就说：：：：““““况况况况且且且且这女人这女人这女人这女人本本本本是亚是亚是亚是亚

伯拉罕的后裔伯拉罕的后裔伯拉罕的后裔伯拉罕的后裔，，，，被被被被撒撒撒撒旦捆绑旦捆绑旦捆绑旦捆绑了这了这了这了这 18年年年年，，，，不不不不当当当当在在在在安安安安息息息息日日日日解开解开解开解开她她她她的的的的绑绑绑绑吗吗吗吗？？？？””””（（（（16节节节节））））耶稣说是耶稣说是耶稣说是耶稣说是

撒撒撒撒旦捆绑旦捆绑旦捆绑旦捆绑了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

在在在在哥尼哥尼哥尼哥尼流家流家流家流家中中中中传传传传道的道的道的道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彼彼彼彼得说得说得说得说：：：：

使徒使徒使徒使徒行传行传行传行传 10：：：：38

神神神神怎怎怎怎样以圣灵和能样以圣灵和能样以圣灵和能样以圣灵和能力膏力膏力膏力膏拿拿拿拿撒撒撒撒勒勒勒勒人耶稣人耶稣人耶稣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他他他周周周周流流流流四四四四方方方方，，，，行行行行善善善善事事事事，，，，医医医医

好好好好凡被凡被凡被凡被魔鬼压制魔鬼压制魔鬼压制魔鬼压制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因为神因为神因为神因为神与与与与他他他他同同同同在在在在。。。。

这这这这段段段段经文经文经文经文清楚清楚清楚清楚地告地告地告地告诉诉诉诉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耶稣所耶稣所耶稣所耶稣所医治医治医治医治的人是受的人是受的人是受的人是受魔鬼压制魔鬼压制魔鬼压制魔鬼压制的的的的。。。。

有些人在今有些人在今有些人在今有些人在今天天天天会让你相信神会让你相信神会让你相信神会让你相信神把把把把疾病加在人身上祝福他们疾病加在人身上祝福他们疾病加在人身上祝福他们疾病加在人身上祝福他们。。。。他们会告他们会告他们会告他们会告诉诉诉诉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去去去去

那那那那些些些些祷祷祷祷告告告告医医医医病的病的病的病的聚聚聚聚会会会会。。。。那那那那是来自是来自是来自是来自撒撒撒撒旦旦旦旦的的的的。。。。””””

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如果他们所说的是真真真真确的确的确的确的，，，，那那那那么么么么，，，，最近最近最近最近，，，，神和神和神和神和魔鬼魔鬼魔鬼魔鬼交换交换交换交换工工工工作作作作了了了了！！！！两两两两千千千千年年年年前前前前，，，，撒撒撒撒旦旦旦旦就在就在就在就在

辖制辖制辖制辖制人人人人，，，，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医治医治医治医治了被了被了被了被魔鬼辖制魔鬼辖制魔鬼辖制魔鬼辖制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圣经告圣经告圣经告圣经告诉诉诉诉我们说我们说我们说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昨昨昨昨日日日日今今今今日日日日，，，，一一一一直直直直到到到到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希希希希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 13：：：：8））））

耶稣从来没有耶稣从来没有耶稣从来没有耶稣从来没有改变改变改变改变过过过过！！！！从他一从他一从他一从他一开开开开始始始始服服服服侍侍侍侍到他服到他服到他服到他服侍侍侍侍结结结结束束束束，，，，他都是在他都是在他都是在他都是在与与与与魔鬼魔鬼魔鬼魔鬼争争争争战战战战。。。。他他他他争争争争战战战战的的的的对对对对

象象象象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而是而是而是而是住住住住在人里面的在人里面的在人里面的在人里面的魔鬼魔鬼魔鬼魔鬼。。。。

不要告不要告不要告不要告诉诉诉诉任何人疾病是神的任何人疾病是神的任何人疾病是神的任何人疾病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疾病不是神的疾病不是神的疾病不是神的疾病不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和和和和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才是神才是神才是神才是神对对对对人人人人类类类类的的的的旨旨旨旨

意意意意。。。。如果疾病是神的如果疾病是神的如果疾病是神的如果疾病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天天天天国就会充国就会充国就会充国就会充满满满满了疾病了疾病了疾病了疾病。。。。

请请请请记记记记住住住住，，，，耶稣在地上的所耶稣在地上的所耶稣在地上的所耶稣在地上的所作作作作所为都是神的所为都是神的所为都是神的所为都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的的的的运运运运行行行行。。。。他来是他来是他来是他来是向向向向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揭揭揭揭示示示示父父父父神的神的神的神的。。。。他他他他

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他就是神在他就是神在他就是神在他就是神在对对对对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话话话话。。。。（（（（请请请请参考参考参考参考约约约约翰翰翰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14，，，，希希希希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 1：：：：1，，，，2））））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

想想想想知道神知道神知道神知道神对对对对疾病的疾病的疾病的疾病的想想想想法法法法，，，，你就你就你就你就看看看看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好好好好了了了了！！！！他他他他周周周周流流流流四四四四方方方方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得病的人得病的人得病的人得病的人！！！！

以以以以赛赛赛赛亚书亚书亚书亚书 53：：：：4，，，，5



他他他他诚诚诚诚然然然然担担担担当当当当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忧患忧患忧患忧患，，，，背背背背负负负负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痛苦痛苦痛苦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我们却以为他受我们却以为他受我们却以为他受责责责责罚罚罚罚，，，，被神被神被神被神击击击击打打打打苦苦苦苦待待待待了了了了。。。。

哪哪哪哪知他为我们的知他为我们的知他为我们的知他为我们的过过过过犯犯犯犯受受受受害害害害，，，，为我们的为我们的为我们的为我们的罪罪罪罪孽孽孽孽压压压压伤伤伤伤；；；；因他受的因他受的因他受的因他受的刑刑刑刑罚我们得罚我们得罚我们得罚我们得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因他受的因他受的因他受的因他受的

鞭伤鞭伤鞭伤鞭伤我们得我们得我们得我们得医治医治医治医治。。。。

马太马太马太马太引引引引用了这些经文中的一用了这些经文中的一用了这些经文中的一用了这些经文中的一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7

这是要应这是要应这是要应这是要应验验验验先知以先知以先知以先知以赛赛赛赛亚的亚的亚的亚的话话话话，，，，说说说说：：：：““““他他他他代代代代替替替替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软弱软弱软弱软弱，，，，担担担担当当当当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疾病。。。。””””

回回回回顾顾顾顾各各各各各各各各他他他他，，，，圣灵通圣灵通圣灵通圣灵通过过过过彼彼彼彼得用得用得用得用过过过过去去去去时时时时写道写道写道写道：：：：

彼彼彼彼得前书得前书得前书得前书 2：：：：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亲身亲身亲身担担担担当当当当了我们的了我们的了我们的了我们的罪罪罪罪，，，，使我们既使我们既使我们既使我们既然然然然在在在在罪罪罪罪上死上死上死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就得以在义上活就得以在义上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因因因

他受的他受的他受的他受的鞭伤鞭伤鞭伤鞭伤，，，，你们便得了你们便得了你们便得了你们便得了医治医治医治医治。。。。

我我我我阅读阅读阅读阅读约约约约翰翰翰翰····亚亚亚亚力力力力山山山山大大大大····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关于关于关于关于他如何在神他如何在神他如何在神他如何在神医治医治医治医治方面得到方面得到方面得到方面得到亮光亮光亮光亮光的著的著的著的著述述述述。。。。

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曾曾曾曾经是经是经是经是澳澳澳澳大利大利大利大利亚亚亚亚悉尼市区悉尼市区悉尼市区悉尼市区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小镇小镇小镇小镇教会的教会的教会的教会的牧师牧师牧师牧师。。。。1875年年年年淋巴腺鼠淋巴腺鼠淋巴腺鼠淋巴腺鼠疫疫疫疫袭袭袭袭击击击击这这这这

个地方个地方个地方个地方。。。。人们人们人们人们像像像像苍蝇苍蝇苍蝇苍蝇一样死一样死一样死一样死去去去去。。。。不到一个不到一个不到一个不到一个月月月月，，，，多多多多维就维就维就维就埋葬埋葬埋葬埋葬了他的了他的了他的了他的 40个会个会个会个会员员员员。。。。更更更更多多多多的人死的人死的人死的人死去去去去，，，，

还在等着还在等着还在等着还在等着埋葬埋葬埋葬埋葬，，，，更更更更有许有许有许有许多多多多的人被这疾病的人被这疾病的人被这疾病的人被这疾病缠缠缠缠身身身身。。。。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医治办医治办医治办医治办法法法法。。。。

一一一一天天天天，，，，探探探探访访访访了他所了他所了他所了他所牧牧牧牧养养养养的的的的羊羊羊羊群群群群中许中许中许中许多多多多的病人之后的病人之后的病人之后的病人之后，，，，多多多多维回到维回到维回到维回到家家家家中中中中，，，，坐坐坐坐在书在书在书在书房房房房里他的里他的里他的里他的桌桌桌桌

子上子上子上子上，，，，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抱抱抱抱头头头头痛痛痛痛哭哭哭哭。。。。

““““神神神神啊啊啊啊，，，，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每每每每个人都要病死个人都要病死个人都要病死个人都要病死呢呢呢呢？？？？””””他他他他哭哭哭哭着说着说着说着说，，，，““““你是不是要你是不是要你是不是要你是不是要把每把每把每把每个人都个人都个人都个人都带带带带走走走走呢呢呢呢？？？？

这都是你这都是你这都是你这都是你做做做做的的的的吗吗吗吗？？？？””””想想想想到被到被到被到被瘟疫瘟疫瘟疫瘟疫破破破破碎碎碎碎的的的的家家家家庭庭庭庭他他他他感感感感到到到到伤伤伤伤心心心心欲碎欲碎欲碎欲碎，，，，想想想想到到到到那那那那些要些要些要些要成成成成为为为为孤孤孤孤儿儿儿儿的的的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

他他他他伤伤伤伤心心心心极极极极了了了了。。。。

““““圣灵在使徒圣灵在使徒圣灵在使徒圣灵在使徒行传行传行传行传 10：：：：38节中所节中所节中所节中所默默默默示示示示的的的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在我面前在我面前在我面前在我面前闪闪闪闪闪闪闪闪发发发发光光光光，，，，揭揭揭揭示示示示出出出出撒撒撒撒旦旦旦旦是是是是败败败败坏坏坏坏

者者者者，，，，而基督而基督而基督而基督则则则则是是是是医治医治医治医治者者者者，，，，””””多年多年多年多年之后之后之后之后多多多多维写道维写道维写道维写道。。。。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眼眼眼眼泪擦掉泪擦掉泪擦掉泪擦掉了了了了，，，，””””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说说说说，，，，““““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心强心强心强心强壮壮壮壮起起起起来来来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医治医治医治医治的的的的途径途径途径途径，，，，大门大门大门大门向向向向

我我我我敞开敞开敞开敞开了了了了，，，，我说我说我说我说，，，，‘‘‘‘神神神神啊啊啊啊，，，，现现现现在就在就在就在就请请请请你你你你帮助帮助帮助帮助我我我我向周向周向周向周围围围围那那那那些面临死亡的人宣讲神的些面临死亡的人宣讲神的些面临死亡的人宣讲神的些面临死亡的人宣讲神的话话话话，，，，告告告告诉诉诉诉他他他他

们们们们撒撒撒撒旦旦旦旦仍仍仍仍是是是是败败败败坏者坏者坏者坏者，，，，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仍仍仍仍是是是是医治医治医治医治者者者者，，，，因为因为因为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昨昨昨昨日日日日今今今今日日日日，，，，一一一一直直直直到到到到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他并没有等他并没有等他并没有等他并没有等多多多多长长长长时时时时间间间间。。。。几分几分几分几分钟钟钟钟之之之之内内内内，，，，就有就有就有就有两两两两个个个个年年年年轻轻轻轻人人人人闯闯闯闯进进进进他的书他的书他的书他的书房房房房，，，，上上上上气气气气不不不不接下气接下气接下气接下气地地地地

说说说说：：：：““““快快快快去去去去，，，，快快快快去去去去，，，，玛利玛利玛利玛利就要死了就要死了就要死了就要死了！！！！””””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就就就就随随随随着他们在着他们在着他们在着他们在大大大大街街街街奔奔奔奔跑跑跑跑，，，，连连连连帽子帽子帽子帽子掉掉掉掉了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都没有

停停停停下下下下来来来来捡捡捡捡。。。。他他他他非非非非常常常常气气气气愤愤愤愤，，，，他他他他非非非非常常常常忿怒忿怒忿怒忿怒，，，，撒撒撒撒旦竟旦竟旦竟旦竟然然然然攻击攻击攻击攻击他他他他羊羊羊羊群群群群中这无中这无中这无中这无辜辜辜辜的的的的年年年年轻轻轻轻人人人人。。。。

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进博士进博士进博士进入玛利入玛利入玛利入玛利的的的的房间房间房间房间，，，，看看看看到到到到玛利玛利玛利玛利已已已已惊惊惊惊厥厥厥厥。。。。玛利玛利玛利玛利的的的的医医医医生已经生已经生已经生已经绝望绝望绝望绝望了了了了，，，，正正正正准准准准备备备备离离离离开开开开。。。。

他他他他转脸转脸转脸转脸对多对多对多对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说说说说：：：：““““先生先生先生先生，，，，神的神的神的神的作作作作为为为为真真真真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难难难难以以以以理解理解理解理解的的的的。。。。””””

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刚刚刚刚才从神的才从神的才从神的才从神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中得到的中得到的中得到的中得到的启启启启示示示示在在在在心心心心中中中中燃烧燃烧燃烧燃烧。。。。““““神的神的神的神的作作作作为为为为！！！！””””他他他他大大大大声声声声说道说道说道说道。。。。““““你你你你

怎怎怎怎么么么么竟竟竟竟然然然然说这是神的说这是神的说这是神的说这是神的作作作作为为为为！！！！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这是这是这是这是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作作作作为为为为！！！！””””

他他他他挑战那位挑战那位挑战那位挑战那位医医医医生生生生（（（（他也是他也是他也是他也是多多多多维所维所维所维所牧牧牧牧羊羊羊羊的教会的会的教会的会的教会的会的教会的会员员员员））））说说说说：：：：““““你能够用信你能够用信你能够用信你能够用信心心心心的的的的祷祷祷祷告使这告使这告使这告使这

病人得病人得病人得病人得救吗救吗救吗救吗？？？？””””

医医医医生回生回生回生回答答答答说说说说：：：：““““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太你太你太你太激激激激动动动动了了了了。。。。还是让神的还是让神的还是让神的还是让神的旨旨旨旨意成意成意成意成就就就就吧吧吧吧。。。。””””说说说说完完完完，，，，他就离他就离他就离他就离开开开开了了了了。。。。

““““太太太太激激激激动动动动了了了了！！！！我我我我对对对对这可这可这可这可恶恶恶恶的的的的毁坏者毁坏者毁坏者毁坏者、、、、对对对对疾病这疾病这疾病这疾病这成成成成就就就就魔鬼魔鬼魔鬼魔鬼旨旨旨旨意意意意的东西义的东西义的东西义的东西义愤填膺愤填膺愤填膺愤填膺，，，，无法无法无法无法言言言言

喻喻喻喻，，，，””””多多多多维写到维写到维写到维写到。。。。

““““‘‘‘‘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我宣告说我宣告说我宣告说我宣告说，，，，‘‘‘‘这不是神的这不是神的这不是神的这不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不是神不是神不是神不是神降降降降下下下下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残酷残酷残酷残酷之事之事之事之事，，，，对于对于对于对于魔鬼魔鬼魔鬼魔鬼

的的的的作作作作为我为我为我为我绝绝绝绝不会说不会说不会说不会说““““让神的让神的让神的让神的旨旨旨旨意成意成意成意成就就就就””””，，，，神的神的神的神的儿儿儿儿子到来就是要子到来就是要子到来就是要子到来就是要除除除除灭魔鬼灭魔鬼灭魔鬼灭魔鬼的的的的作作作作为为为为，，，，而这就是一而这就是一而这就是一而这就是一

件件件件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作作作作为为为为。。。。’’’’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话话话话是这样地在我的是这样地在我的是这样地在我的是这样地在我的心心心心中中中中燃烧燃烧燃烧燃烧……………………””””

对撒对撒对撒对撒旦旦旦旦的的的的攻击攻击攻击攻击义义义义愤填膺愤填膺愤填膺愤填膺，，，，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就为就为就为就为玛利作玛利作玛利作玛利作信信信信心心心心的的的的祷祷祷祷告告告告。。。。数年数年数年数年后后后后，，，，他说他他说他他说他他说他大大大大概概概概是这是这是这是这

样样样样祷祷祷祷告的告的告的告的：：：：

““““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天天天天上的上的上的上的父父父父，，，，请请请请你你你你帮助帮助帮助帮助我我我我！！！！圣灵圣灵圣灵圣灵，，，，教教教教导导导导我如何我如何我如何我如何祷祷祷祷告告告告。。。。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啊啊啊啊，，，，请请请请你为我们你为我们你为我们你为我们祷祷祷祷告告告告，，，，

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的救主救主救主救主，，，，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医治医治医治医治者者者者，，，，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是我们在是我们在是我们在是我们在父父父父神面前的中保神面前的中保神面前的中保神面前的中保。。。。请请请请聆聆聆聆听听听听我我我我

们的们的们的们的祷祷祷祷告告告告，，，，施施施施行行行行你你你你医治医治医治医治的的的的大大大大能能能能，，，，永永永永在的神在的神在的神在的神啊啊啊啊！！！！请把请把请把请把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位位位位可可可可爱爱爱爱的的的的孩孩孩孩子从疾病和死亡的子从疾病和死亡的子从疾病和死亡的子从疾病和死亡的缠绕缠绕缠绕缠绕



中中中中救救救救拔拔拔拔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我信我信我信我信靠靠靠靠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我我我我现现现现在就宣告你的应许在就宣告你的应许在就宣告你的应许在就宣告你的应许。。。。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是是是是真真真真实可实可实可实可靠靠靠靠的的的的，，，，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我我我我

是是是是医治医治医治医治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主主主主。。。。’’’’现现现现在在在在请请请请你你你你医治医治医治医治他他他他。。。。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是是是是真真真真实可实可实可实可靠靠靠靠的的的的，，，，你说你说你说你说‘‘‘‘我是我是我是我是主主主主，，，，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改变改变改变改变。。。。’’’’

永永永永不不不不改变改变改变改变的的的的主主主主啊啊啊啊，，，，现现现现在你就亲自在你就亲自在你就亲自在你就亲自证证证证明你是明你是明你是明你是医治医治医治医治者者者者。。。。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是是是是真真真真实可实可实可实可靠靠靠靠的的的的，，，，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信的人信的人信的人信的人

必有神必有神必有神必有神迹迹迹迹相相相相随随随随。。。。手手手手按按按按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就必病人就必病人就必病人就必好好好好了了了了。。。。’’’’我相信这样我相信这样我相信这样我相信这样，，，，我我我我现现现现在就在就在就在就奉奉奉奉耶稣的耶稣的耶稣的耶稣的名名名名为为为为她她她她按按按按手手手手，，，，

宣告这一应许宣告这一应许宣告这一应许宣告这一应许。。。。你的你的你的你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是是是是真真真真实可实可实可实可靠靠靠靠的的的的。。。。‘‘‘‘信信信信心心心心的的的的祈祈祈祈祷祷祷祷必使必使必使必使那那那那病人得病人得病人得病人得救救救救。。。。’’’’神神神神啊啊啊啊，，，，我我我我向向向向你你你你呼呼呼呼

求求求求，，，，你是我们你是我们你是我们你是我们单单单单单单单单信信信信靠靠靠靠的的的的，，，，请请请请你你你你现现现现在就为了耶稣使在就为了耶稣使在就为了耶稣使在就为了耶稣使她她她她得得得得救救救救，，，，阿阿阿阿们们们们！！！！””””

那那那那女女女女孩孩孩孩的的的的惊惊惊惊厥厥厥厥立即立即立即立即停止停止停止停止了了了了，，，，她她她她沉沉沉沉睡睡睡睡不不不不醒醒醒醒，，，，以以以以至于至于至于至于她她她她的的的的母母母母亲亲亲亲担担担担心心心心她她她她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她她她她没有死没有死没有死没有死，，，，””””

得得得得胜胜胜胜的的的的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向向向向他们保他们保他们保他们保证证证证说说说说。。。。““““我知道基督我知道基督我知道基督我知道基督垂垂垂垂听听听听了我们的了我们的了我们的了我们的祷祷祷祷告告告告，，，，就就就就像像像像他在他在他在他在彼彼彼彼得得得得家家家家中所中所中所中所做做做做的的的的

那那那那样样样样，，，，‘‘‘‘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把把把把她她她她的的的的手手手手一一一一摸摸摸摸，，，，热热热热就就就就退退退退了了了了。。。。’’’’””””

几分几分几分几分钟钟钟钟之后之后之后之后，，，，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唤唤唤唤醒醒醒醒玛利玛利玛利玛利。。。。玛利玛利玛利玛利转脸转脸转脸转脸看看看看着着着着她母她母她母她母亲亲亲亲兴兴兴兴奋奋奋奋地说地说地说地说：：：：““““母母母母亲亲亲亲，，，，我我我我感感感感觉觉觉觉好好好好

极极极极了了了了！！！！””””

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想起想起想起想起圣经中所讲到的圣经中所讲到的圣经中所讲到的圣经中所讲到的那那那那个个个个小小小小女女女女孩孩孩孩，，，，耶稣使耶稣使耶稣使耶稣使她她她她从死里从死里从死里从死里复复复复活活活活，，，，就就就就问问问问她她她她说说说说：：：：““““你是你是你是你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肚肚肚肚子子子子饿饿饿饿了了了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她表她表她表她表示示示示同同同同意意意意，，，，““““我我我我真真真真的是的是的是的是饿饿饿饿了了了了。。。。””””

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就让照就让照就让照就让照顾顾顾顾玛利玛利玛利玛利的护的护的护的护士士士士给给给给她她她她倒倒倒倒一一一一杯杯杯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给给给给她她她她一点面包和一点面包和一点面包和一点面包和奶奶奶奶油油油油。。。。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默默博士默默博士默默博士默默

地地地地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就就就就去去去去隔壁隔壁隔壁隔壁的的的的房间房间房间房间，，，，他他他他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和和和和姊妹姊妹姊妹姊妹也得了也得了也得了也得了同同同同样的样的样的样的瘟疫瘟疫瘟疫瘟疫，，，，就在就在就在就在那那那那个个个个房间房间房间房间里有里有里有里有祷祷祷祷告之告之告之告之

后后后后，，，，他们也立即得了他们也立即得了他们也立即得了他们也立即得了医治医治医治医治。。。。

““““当当当当我从基督我从基督我从基督我从基督作作作作为为为为医治医治医治医治者者者者的的的的房间房间房间房间里走出里走出里走出里走出去去去去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回回回回忆忆忆忆说说说说，，，，““““我我我我心心心心里里里里禁禁禁禁不不不不住住住住

哼哼哼哼起起起起来自来自来自来自天天天天堂堂堂堂的得的得的得的得胜胜胜胜的的的的歌曲歌曲歌曲歌曲，，，，””””但我但我但我但我对于对于对于对于我自我自我自我自己奇己奇己奇己奇怪怪怪怪的的的的做做做做法一点也不法一点也不法一点也不法一点也不惊奇惊奇惊奇惊奇，，，，我我我我发发发发现现现现今今今今天天天天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仍仍仍仍然然然然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于对于对于对于这一这一这一这一发发发发现现现现我也我也我也我也丝丝丝丝毫毫毫毫不不不不感感感感到到到到惊奇惊奇惊奇惊奇。。。。

从从从从那天起那天起那天起那天起，，，，多多多多维维维维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就在神的就在神的就在神的就在神的医治医治医治医治方面服方面服方面服方面服侍侍侍侍他所他所他所他所牧牧牧牧羊羊羊羊的的的的羊羊羊羊群群群群。。。。他他他他再再再再也没有因为也没有因为也没有因为也没有因为瘟疫瘟疫瘟疫瘟疫而而而而

失失失失去去去去一个会一个会一个会一个会员员员员。。。。

但我们来但我们来但我们来但我们来看那位看那位看那位看那位医医医医生生生生，，，，他也是他也是他也是他也是多多多多维教会的会维教会的会维教会的会维教会的会员员员员，，，，他为人他为人他为人他为人治治治治疗疗疗疗，，，，给人给人给人给人药药药药物物物物，，，，当当当当医医医医学帮学帮学帮学帮不不不不

到病人的到病人的到病人的到病人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他就说这是神的他就说这是神的他就说这是神的他就说这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这是不是有点这是不是有点这是不是有点这是不是有点奇奇奇奇怪怪怪怪？？？？

使我困使我困使我困使我困惑惑惑惑的是人们服的是人们服的是人们服的是人们服药药药药，，，，或或或或者者者者什么能使他们什么能使他们什么能使他们什么能使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健康恢复健康恢复健康，，，，他们就他们就他们就他们就做做做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他们让人为他们的他们让人为他们的他们让人为他们的他们让人为他们的医治医治医治医治祷祷祷祷告告告告，，，，他们就会说他们就会说他们就会说他们就会说，，，，““““医治医治医治医治我可能不是神的我可能不是神的我可能不是神的我可能不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

为什么他们不为什么他们不为什么他们不为什么他们不首首首首先先先先问问问问一一一一问问问问什么是神的什么是神的什么是神的什么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呢呢呢呢？？？？如果他们身体如果他们身体如果他们身体如果他们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不是神的不是神的不是神的不是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就不应就不应就不应就不应该该该该服服服服药药药药或或或或接接接接受任何受任何受任何受任何治治治治疗疗疗疗。。。。他们他们他们他们试试试试图恢复健康图恢复健康图恢复健康图恢复健康就就就就偏偏偏偏离了神的离了神的离了神的离了神的旨旨旨旨意意意意！！！！

我不是说不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医医医医学学学学了了了了。。。。医医医医生和我们一样生和我们一样生和我们一样生和我们一样，，，，都是都是都是都是打同打同打同打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我我我我只只只只是是是是想想想想指出这是指出这是指出这是指出这是

人人人人类类类类的的的的思路思路思路思路，，，，这种这种这种这种想想想想法是法是法是法是错误错误错误错误的的的的。。。。这种这种这种这种想想想想法法法法抢抢抢抢走了许走了许走了许走了许多多多多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和和和和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李联李联李联李联····BBBB····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多年多年多年多年以前就在以前就在以前就在以前就在纽纽纽纽约约约约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的的的医医医医院院院院之一之一之一之一当当当当医医医医生生生生，，，，做做做做手手手手术术术术。。。。工工工工作过作过作过作过度度度度，，，，

精疲力竭精疲力竭精疲力竭精疲力竭，，，，她她她她就服用了一点就服用了一点就服用了一点就服用了一点麻醉品麻醉品麻醉品麻醉品来来来来安定安定安定安定神经神经神经神经帮助入帮助入帮助入帮助入睡睡睡睡。。。。久久久久而而而而久久久久之之之之，，，，她她她她开开开开始始始始依赖依赖依赖依赖上了上了上了上了麻醉麻醉麻醉麻醉

品品品品，，，，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是是是是吗吗吗吗啡啡啡啡，，，，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成成成成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吸吸吸吸毒毒毒毒者者者者。。。。她她她她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所服用的所服用的所服用的所服用的吗吗吗吗啡啡啡啡是一是一是一是一般般般般为一个为一个为一个为一个同同同同时时时时服用其服用其服用其服用其

他他他他药药药药物的物的物的物的成年成年成年成年男男男男人所人所人所人所开开开开的的的的剂剂剂剂量量量量的的的的 50505050倍倍倍倍。。。。

虽虽虽虽然然然然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尝尝尝尝试试试试了了了了她她她她那时候那时候那时候那时候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各各各各种著种著种著种著名名名名的的的的医医医医疗疗疗疗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极极极极其其其其努力努力努力努力想把想把想把想把吸吸吸吸毒毒毒毒停停停停下下下下

来来来来，，，，但但但但情情情情况况况况仍仍仍仍然然然然越越越越来来来来越越越越坏坏坏坏。。。。一个护一个护一个护一个护士士士士把把把把她描她描她描她描述述述述为为为为““““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骷髅骷髅骷髅骷髅。。。。””””她她她她的的的的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也认也认也认也认

为为为为她她她她没没没没救救救救了了了了。。。。

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年年年年轻轻轻轻时时时时就信了就信了就信了就信了主主主主，，，，但但但但她退步她退步她退步她退步了了了了。。。。当当当当她她她她发发发发现现现现自自自自己己己己濒濒濒濒临死亡的临死亡的临死亡的临死亡的大门时大门时大门时大门时，，，，她她她她就就就就拿拿拿拿

起起起起长长长长期置期置期置期置之不之不之不之不顾顾顾顾的圣经的圣经的圣经的圣经，，，，沉沉沉沉浸浸浸浸其中其中其中其中，，，，回到回到回到回到主主主主的的的的同同同同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1898189818981898年年年年，，，，她她她她从从从从那几那几那几那几乎要了乎要了乎要了乎要了她她她她的命的的命的的命的的命的

可可可可怕怕怕怕的的的的毒毒毒毒瘾瘾瘾瘾中得了中得了中得了中得了医治医治医治医治。。。。

在得了在得了在得了在得了医治医治医治医治之后之后之后之后，，，，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传传传传播播播播福音福音福音福音长长长长达达达达 40404040年年年年之之之之久久久久。。。。当当当当她她她她和和和和她她她她的的的的姊妹继姊妹继姊妹继姊妹继承了一些承了一些承了一些承了一些

遗遗遗遗产产产产时时时时，，，，他们就他们就他们就他们就把把把把这这这这遗遗遗遗产产产产变变变变成成成成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信信信信心心心心之之之之家家家家””””，，，，把那把那把那把那些些些些医医医医学学学学方法无法方法无法方法无法方法无法医治医治医治医治的人的人的人的人聚聚聚聚在一在一在一在一起起起起。。。。

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说说说说，，，，她她她她和他们一和他们一和他们一和他们一起起起起，，，，直直直直到到到到帮助帮助帮助帮助他们在灵里他们在灵里他们在灵里他们在灵里建建建建立立立立起起起起足够足够足够足够接接接接受神受神受神受神医治医治医治医治的信的信的信的信心心心心，，，，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几几几几乎都得了乎都得了乎都得了乎都得了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在在在在她她她她的一的一的一的一本本本本书中书中书中书中，，，，她她她她讲到如讲到如讲到如讲到如下帮助下帮助下帮助下帮助病人病人病人病人建建建建立信立信立信立信心心心心的例子的例子的例子的例子：：：：



一一一一天天天天，，，，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肺肺肺肺结结结结核核核核晚期晚期晚期晚期的的的的妇妇妇妇人被人被人被人被带带带带到了信到了信到了信到了信心心心心之之之之家家家家。。。。医医医医生已经生已经生已经生已经放放放放弃治弃治弃治弃治疗疗疗疗了了了了，，，，认为已经认为已经认为已经认为已经

无法无法无法无法医治医治医治医治。。。。当救当救当救当救护护护护车把车把车把车把这病人这病人这病人这病人带带带带进进进进来的来的来的来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知道这知道这知道这知道这妇妇妇妇人生命人生命人生命人生命垂危垂危垂危垂危。。。。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她她她她还还还还

是在为人是在为人是在为人是在为人开开开开药药药药，，，，她她她她肯定肯定肯定肯定会立即用会立即用会立即用会立即用大大大大剂剂剂剂量量量量的的的的药药药药物了物了物了物了。。。。

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把把把把这这这这位位位位妇妇妇妇人人人人抬抬抬抬到到到到楼楼楼楼上的一个上的一个上的一个上的一个房间房间房间房间，，，，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开开开开始始始始为为为为她她她她读读读读圣经圣经圣经圣经。。。。她她她她用了用了用了用了大大大大约约约约两小两小两小两小

时时时时的的的的时时时时间间间间为为为为她她她她读读读读有有有有关关关关神神神神迹迹迹迹医治医治医治医治的经文的经文的经文的经文；；；；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是申命记是申命记是申命记是申命记 28282828章加拉太书章加拉太书章加拉太书章加拉太书 3333：：：：13131313节节节节。。。。

那位那位那位那位垂垂垂垂死的死的死的死的妇妇妇妇女女女女清清清清醒醒醒醒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就让就让就让就让她她她她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对对对对自自自自己重己重己重己重复复复复经文经文经文经文，，，，““““根据申命根据申命根据申命根据申命记记记记

28282828章章章章 22222222节节节节，，，，（（（（痨痨痨痨病病病病））））肺肺肺肺结结结结核核核核是来自律法的咒诅是来自律法的咒诅是来自律法的咒诅是来自律法的咒诅。。。。但是根据加拉太书但是根据加拉太书但是根据加拉太书但是根据加拉太书 3333：：：：13131313节节节节，，，，基督已经基督已经基督已经基督已经把把把把

我赎出了律法的咒诅我赎出了律法的咒诅我赎出了律法的咒诅我赎出了律法的咒诅。。。。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我不我不我不我不再再再再有有有有肺肺肺肺结结结结核核核核了了了了。。。。””””

次次次次日早日早日早日早晨晨晨晨，，，，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问那位问那位问那位问那位妇妇妇妇女是不是女是不是女是不是女是不是重重重重复复复复讲讲讲讲她她她她指指指指示示示示她她她她讲的讲的讲的讲的。。。。她她她她回回回回答答答答说说说说她她她她好好好好像像像像是是是是重重重重

复复复复讲了讲了讲了讲了 10000100001000010000次次次次，，，，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她她她她不明不明不明不明白白白白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意思意思意思意思。。。。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又又又又给给给给她她她她读读读读了了了了另另另另外一些经文外一些经文外一些经文外一些经文，，，，并并并并请请请请

她她她她继续继续继续继续重重重重复复复复讲讲讲讲。。。。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天天天天，，，，仍仍仍仍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天天天天早早早早晨晨晨晨，，，，这这这这位位位位妇妇妇妇女还是不女还是不女还是不女还是不理解理解理解理解。。。。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就和就和就和就和她她她她一一一一起祷起祷起祷起祷告告告告，，，，

尽尽尽尽管管管管她她她她已经在已经在已经在已经在她她她她的信的信的信的信心心心心之之之之家家家家里里里里住住住住了三个了三个了三个了三个晚晚晚晚上上上上。。。。（（（（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有有有有时候时候时候时候，，，，我们太我们太我们太我们太轻轻轻轻易易易易地为人地为人地为人地为人祷祷祷祷告了告了告了告了。。。。

我们应我们应我们应我们应当首当首当首当首先教先教先教先教导导导导他们他们他们他们更更更更多多多多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天天天天的的的的下下下下午午午午，，，，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正博士正博士正博士正和和和和她她她她的的的的姊妹姊妹姊妹姊妹准准准准备晚备晚备晚备晚餐餐餐餐，，，，忽忽忽忽然然然然听听听听到到到到楼楼楼楼上有上有上有上有动动动动静静静静。。。。他们新来他们新来他们新来他们新来

的病人的病人的病人的病人冲冲冲冲下下下下楼梯楼梯楼梯楼梯，，，，用用用用她她她她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的的的声声声声音音音音喊喊喊喊：：：：““““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姊妹斯姊妹斯姊妹斯姊妹，，，，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吗吗吗吗？？？？基督已经基督已经基督已经基督已经救救救救赎了我赎了我赎了我赎了我，，，，我不我不我不我不

再再再再有有有有肺肺肺肺结结结结核核核核了了了了！！！！现现现现在在在在，，，，肺肺肺肺结结结结核滚核滚核滚核滚开开开开了了了了！！！！””””

你你你你看看看看，，，，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意意意意识识识识到到到到，，，，意意意意念念念念是是是是进进进进入心入心入心入心灵的管道灵的管道灵的管道灵的管道。。。。她她她她知道如果这知道如果这知道如果这知道如果这位位位位妇妇妇妇女经常女经常女经常女经常对对对对自自自自己己己己

讲讲讲讲，，，，““““根据申命记根据申命记根据申命记根据申命记 28282828：：：：22222222，，，，痨痨痨痨病是来自律法的咒诅病是来自律法的咒诅病是来自律法的咒诅病是来自律法的咒诅。。。。但根据加拉太书但根据加拉太书但根据加拉太书但根据加拉太书 3333：：：：13131313节节节节，，，，基督已经基督已经基督已经基督已经把把把把

我从律法的咒诅中赎了出来我从律法的咒诅中赎了出来我从律法的咒诅中赎了出来我从律法的咒诅中赎了出来。。。。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我不我不我不我不再再再再有有有有肺肺肺肺结结结结核核核核了了了了，，，，””””真理最真理最真理最真理最终终终终会会会会铭铭铭铭记在记在记在记在她她她她的的的的心心心心上的上的上的上的。。。。

我我我我挑战挑战挑战挑战你你你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或或或或一一一一位位位位你所亲你所亲你所亲你所亲爱爱爱爱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想想想想得得得得医治医治医治医治，，，，你就你就你就你就把那把那把那把那种病种病种病种病放放放放在在在在““““痨痨痨痨病病病病””””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

用这些经文宣告用这些经文宣告用这些经文宣告用这些经文宣告，，，，因为申命记因为申命记因为申命记因为申命记 28282828：：：：66661111节说节说节说节说““““各各各各样样样样””””疾病都是律法的咒诅疾病都是律法的咒诅疾病都是律法的咒诅疾病都是律法的咒诅。。。。这这这这对对对对你也会你也会你也会你也会见效见效见效见效

的的的的。。。。

就在耶就在耶就在耶就在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死前死前死前死前，，，，她她她她出出出出版版版版了一了一了一了一本本本本书书书书，，，，是是是是诗诗诗诗章章章章、、、、颂颂颂颂词词词词和灵和灵和灵和灵歌歌歌歌的的的的汇汇汇汇集集集集，，，，名名名名叫叫叫叫《《《《奥奥奥奥非非非非尔尔尔尔

之金之金之金之金》》》》。。。。这是神的灵这是神的灵这是神的灵这是神的灵赐赐赐赐给给给给她她她她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的的的的诗诗诗诗章章章章、、、、颂颂颂颂词词词词和灵和灵和灵和灵歌歌歌歌（（（（哥哥哥哥罗西书罗西书罗西书罗西书 3333：：：：11116666））））。。。。

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说说说说，，，，当当当当她她她她和和和和她她她她的的的的姊妹祷姊妹祷姊妹祷姊妹祷告的告的告的告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她她她她的的的的姊妹姊妹姊妹姊妹就会用方就会用方就会用方就会用方言言言言歌歌歌歌唱唱唱唱，，，，然然然然后后后后翻翻翻翻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有有有有时时时时，，，，她她她她会以说会以说会以说会以说预预预预言言言言的的的的形形形形式式式式唱唱唱唱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耶耶耶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就就就就把把把把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唱唱唱唱诗诗诗诗记记记记下下下下来来来来，，，，汇汇汇汇集集集集在这在这在这在这本本本本书中书中书中书中。。。。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赐赐赐赐给耶给耶给耶给耶曼曼曼曼斯斯斯斯的的的的姊妹姊妹姊妹姊妹的其中一的其中一的其中一的其中一首首首首灵灵灵灵歌歌歌歌是以加拉太书是以加拉太书是以加拉太书是以加拉太书 3333：：：：13131313节为根据的节为根据的节为根据的节为根据的：：：：

基督被挂在基督被挂在基督被挂在基督被挂在那那那那令令令令人人人人羞耻羞耻羞耻羞耻的的的的树树树树上上上上，，，，

把把把把我从律法的咒诅中我从律法的咒诅中我从律法的咒诅中我从律法的咒诅中救救救救赎出来赎出来赎出来赎出来，，，，

可可可可怕怕怕怕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全全全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那那那那咒诅之中咒诅之中咒诅之中咒诅之中，，，，

耶稣使我得自耶稣使我得自耶稣使我得自耶稣使我得自由由由由，，，，

不不不不再再再再处处处处于于于于咒诅之中咒诅之中咒诅之中咒诅之中，，，，不不不不再再再再处处处处于于于于咒诅中咒诅中咒诅中咒诅中，，，，

耶稣使我得自耶稣使我得自耶稣使我得自耶稣使我得自由由由由；；；；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代代代代替替替替了疾病了疾病了疾病了疾病；；；；富足富足富足富足代代代代替替替替了贫穷了贫穷了贫穷了贫穷，，，，

因为耶稣赎出了我因为耶稣赎出了我因为耶稣赎出了我因为耶稣赎出了我。。。。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赎出灵里死亡的咒诅赎出灵里死亡的咒诅赎出灵里死亡的咒诅赎出灵里死亡的咒诅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因为经上记着因为经上记着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凡挂在木头凡挂在木头凡挂在木头

上都是被咒诅的上都是被咒诅的上都是被咒诅的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使我们因信得着所使我们因信得着所使我们因信得着所

应许的圣灵应许的圣灵应许的圣灵应许的圣灵。。。。



————————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加拉太书 3：：：：13、、、、14

在在在在创创创创世世世世纪纪纪纪 2222：：：：11117777中中中中，，，，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见见见见到人违背神的律法后到人违背神的律法后到人违背神的律法后到人违背神的律法后降降降降在人身上的在人身上的在人身上的在人身上的第第第第一个咒诅一个咒诅一个咒诅一个咒诅。。。。神神神神对对对对亚亚亚亚当当当当

说说说说，，，，““““你吃的你吃的你吃的你吃的日日日日子必子必子必子必定定定定死死死死。。。。””””

在在在在伊甸园伊甸园伊甸园伊甸园里里里里，，，，除除除除了了了了分别分别分别分别善恶善恶善恶善恶树树树树上的果子外上的果子外上的果子外上的果子外，，，，神神神神允允允允许亚许亚许亚许亚当当当当和和和和夏娃夏娃夏娃夏娃吃吃吃吃各各各各种种种种树树树树上的果子上的果子上的果子上的果子。。。。如如如如

果他们不顺服神果他们不顺服神果他们不顺服神果他们不顺服神，，，，灵里死亡的咒诅就来到他们身上灵里死亡的咒诅就来到他们身上灵里死亡的咒诅就来到他们身上灵里死亡的咒诅就来到他们身上。。。。创创创创世世世世纪纪纪纪 3333：：：：22222222----24242424告告告告诉诉诉诉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人不顺服人不顺服人不顺服人不顺服

神神神神，，，，被从被从被从被从伊甸园伊甸园伊甸园伊甸园里里里里赶赶赶赶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再再再再也不能吃生命也不能吃生命也不能吃生命也不能吃生命树树树树上的果子上的果子上的果子上的果子。。。。他他他他成成成成为为为为罪罪罪罪和死的和死的和死的和死的奴奴奴奴仆仆仆仆。。。。

死亡死亡死亡死亡对对对对人来说人来说人来说人来说始始始始终终终终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谜谜谜谜。。。。它它它它并不是并不是并不是并不是创创创创造造造造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部分部分部分部分，，，，不是神的不是神的不是神的不是神的原本原本原本原本计划计划计划计划的一的一的一的一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圣经告圣经告圣经告圣经告诉诉诉诉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身体的死是神和人的身体的死是神和人的身体的死是神和人的身体的死是神和人的敌敌敌敌人人人人。。。。哥哥哥哥林林林林多多多多前书前书前书前书 15151515：：：：22226666节告节告节告节告诉诉诉诉我们说我们说我们说我们说，，，，尽尽尽尽末末末末了了了了放放放放在在在在

脚脚脚脚下下下下的的的的仇仇仇仇敌敌敌敌就是身体的死亡就是身体的死亡就是身体的死亡就是身体的死亡。。。。

然然然然而而而而，，，，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理解理解理解理解死亡之前死亡之前死亡之前死亡之前，，，，我们必我们必我们必我们必须须须须明明明明白白白白人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肉肉肉肉身而已身而已身而已身而已。。。。人是个灵人是个灵人是个灵人是个灵，，，，拥有一拥有一拥有一拥有一

个个个个魂魂魂魂，，，，住住住住在一个身体之中在一个身体之中在一个身体之中在一个身体之中（（（（帖帖帖帖撒撒撒撒罗罗罗罗尼尼尼尼迦迦迦迦前书前书前书前书 5555：：：：23232323））））。。。。

耶稣告耶稣告耶稣告耶稣告诉诉诉诉尼哥尼哥尼哥尼哥底底底底母母母母，，，，““““你必你必你必你必须须须须重重重重生生生生。。。。””””

尼哥尼哥尼哥尼哥底底底底母母母母就就就就问问问问：：：：““““人已经人已经人已经人已经老老老老了了了了，，，，如何能如何能如何能如何能重重重重生生生生呢呢呢呢？？？？岂岂岂岂能能能能再再再再进进进进母母母母腹腹腹腹生出来生出来生出来生出来吗吗吗吗？？？？””””尼哥尼哥尼哥尼哥底底底底母母母母

之所以这样之所以这样之所以这样之所以这样问问问问，，，，是因为他是从属是因为他是从属是因为他是从属是因为他是从属血血血血气气气气的的的的角角角角度度度度来来来来思思思思考考考考。。。。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解解解解释释释释说说说说：：：：““““从从从从肉肉肉肉身生的就是身生的就是身生的就是身生的就是肉肉肉肉身身身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约约约翰翰翰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3333：：：：4444，，，，6)6)6)6)。。。。

新生是人新生是人新生是人新生是人类类类类的灵的的灵的的灵的的灵的重重重重生生生生。。。。

真真真真正正正正的人是灵的人是灵的人是灵的人是灵。。。。灵通灵通灵通灵通过过过过魂魂魂魂动作动作动作动作，，，，魂魂魂魂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智智智智力力力力、、、、情情情情感感感感和和和和意意意意志志志志。。。。而而而而魂魂魂魂则则则则是通是通是通是通过过过过身体来身体来身体来身体来动作动作动作动作

的的的的。。。。

真真真真正正正正的你的你的你的你（（（（你的灵你的灵你的灵你的灵））））和你的和你的和你的和你的魂魂魂魂住住住住在你的身体之中在你的身体之中在你的身体之中在你的身体之中。。。。当当当当你的身体死亡你的身体死亡你的身体死亡你的身体死亡时时时时，，，，你的灵和你的灵和你的灵和你的灵和魂魂魂魂就就就就

离离离离开开开开身体身体身体身体，，，，回到你回到你回到你回到你永远永远永远永远的的的的家家家家。。。。

在在在在路路路路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 11116666章讲到一个富人和拉章讲到一个富人和拉章讲到一个富人和拉章讲到一个富人和拉撒路撒路撒路撒路的事的事的事的事：：：：

路路路路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加福音 11116666：：：：19191919----24242424

19191919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财财财财主主主主，，，，穿着穿着穿着穿着紧紧紧紧色色色色袍袍袍袍和和和和细细细细麻麻麻麻布衣布衣布衣布衣服服服服，，，，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奢奢奢奢华华华华宴宴宴宴乐乐乐乐。。。。

20202020 又又又又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讨讨讨讨饭饭饭饭的的的的，，，，名名名名叫拉叫拉叫拉叫拉撒路撒路撒路撒路，，，，浑浑浑浑身生身生身生身生疮疮疮疮，，，，被人被人被人被人放放放放在在在在财财财财主门主门主门主门口口口口。。。。

21212121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财财财财主主主主桌桌桌桌子上子上子上子上掉掉掉掉下下下下来的来的来的来的零零零零碎碎碎碎充充充充饥饥饥饥；；；；并并并并且且且且狗狗狗狗来来来来舔舔舔舔他的他的他的他的疮疮疮疮。。。。

22222222 后来后来后来后来那讨那讨那讨那讨饭饭饭饭的死了的死了的死了的死了，，，，被被被被天天天天使使使使带带带带去去去去放放放放在亚伯拉罕的在亚伯拉罕的在亚伯拉罕的在亚伯拉罕的怀怀怀怀里里里里。。。。财财财财主主主主也死了也死了也死了也死了，，，，并并并并且且且且埋葬埋葬埋葬埋葬了了了了。。。。

23232323 他在他在他在他在阴阴阴阴间间间间受受受受痛苦痛苦痛苦痛苦，，，，举举举举目远远目远远目远远目远远地地地地望见望见望见望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又望见又望见又望见又望见拉拉拉拉撒路撒路撒路撒路在他在他在他在他怀怀怀怀里里里里。。。。

24242424 就就就就喊喊喊喊着说着说着说着说：：：：““““我我我我祖祖祖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哪哪哪哪！！！！可可可可怜怜怜怜我我我我吧吧吧吧！！！！打打打打发发发发拉拉拉拉撒路撒路撒路撒路来来来来，，，，用指头用指头用指头用指头尖尖尖尖蘸蘸蘸蘸点点点点水水水水，，，，凉凉凉凉

凉凉凉凉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舌舌舌舌头头头头，，，，因为我在这因为我在这因为我在这因为我在这火火火火焰焰焰焰里里里里，，，，极极极极其其其其痛苦痛苦痛苦痛苦。。。。

拉拉拉拉撒路撒路撒路撒路和富人都是有知和富人都是有知和富人都是有知和富人都是有知觉觉觉觉的的的的。。。。有些人让你相信人死了和有些人让你相信人死了和有些人让你相信人死了和有些人让你相信人死了和动动动动物一样物一样物一样物一样，，，，事实并事实并事实并事实并非非非非如如如如此此此此。。。。也也也也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魂魂魂魂睡觉睡觉睡觉睡觉””””这一说这一说这一说这一说。。。。

在圣经中在圣经中在圣经中在圣经中谈谈谈谈到到到到好几好几好几好几种死种死种死种死，，，，但有三种死我们必但有三种死我们必但有三种死我们必但有三种死我们必须须须须熟熟熟熟悉悉悉悉：：：：（（（（1111））））灵里的死亡灵里的死亡灵里的死亡灵里的死亡（（（（2222））））身的死亡身的死亡身的死亡身的死亡

（（（（3333））））永远永远永远永远的死的死的死的死，，，，即即即即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死死死死，，，，也就是被也就是被也就是被也就是被扔扔扔扔进进进进硫磺硫磺硫磺硫磺火火火火湖湖湖湖里里里里。。。。

灵里的死亡是指灵里的死亡是指灵里的死亡是指灵里的死亡是指向向向向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我们的灵，，，，而不是我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肉肉肉肉体体体体。。。。身体的死亡是灵里死亡的身体的死亡是灵里死亡的身体的死亡是灵里死亡的身体的死亡是灵里死亡的彰彰彰彰显显显显。。。。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次次次次的死是的死是的死是的死是最最最最终终终终的死的死的死的死，，，，亦即属灵死亡的亦即属灵死亡的亦即属灵死亡的亦即属灵死亡的归归归归宿宿宿宿。。。。

首首首首先来到世上的是灵里的死亡先来到世上的是灵里的死亡先来到世上的是灵里的死亡先来到世上的是灵里的死亡，，，，这灵里的死亡通这灵里的死亡通这灵里的死亡通这灵里的死亡通过对过对过对过对身体的身体的身体的身体的毁毁毁毁灭灭灭灭而而而而彰彰彰彰显显显显在身体上在身体上在身体上在身体上。。。。身身身身

体的死亡是里面体的死亡是里面体的死亡是里面体的死亡是里面运运运运行行行行的律的的律的的律的的律的彰彰彰彰显显显显。。。。保罗保罗保罗保罗称称称称之为之为之为之为““““罪罪罪罪和死的律和死的律和死的律和死的律””””（（（（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 8888：：：：2222））））。。。。

当当当当神神神神对对对对亚亚亚亚当当当当说说说说““““你吃的你吃的你吃的你吃的日日日日子必子必子必子必定定定定死死死死””””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他指的并不是身体的死亡他指的并不是身体的死亡他指的并不是身体的死亡他指的并不是身体的死亡，，，，而是灵里的而是灵里的而是灵里的而是灵里的

死亡死亡死亡死亡。。。。如果人从来没有灵里的死亡如果人从来没有灵里的死亡如果人从来没有灵里的死亡如果人从来没有灵里的死亡，，，，他就不会有身体的死亡他就不会有身体的死亡他就不会有身体的死亡他就不会有身体的死亡。。。。

灵里的死亡就是灵里的死亡就是灵里的死亡就是灵里的死亡就是与与与与神神神神分开分开分开分开。。。。

当当当当亚亚亚亚当当当当犯罪犯罪犯罪犯罪的的的的那那那那一一一一刻刻刻刻，，，，他就他就他就他就与与与与神神神神分开分开分开分开了了了了。。。。天起天起天起天起了了了了凉凉凉凉风风风风，，，，神神神神像像像像往往往往常一样来到常一样来到常一样来到常一样来到，，，，要和亚要和亚要和亚要和亚当当当当

一一一一起起起起散散散散步步步步谈谈谈谈话话话话，，，，他他他他呼唤呼唤呼唤呼唤，，，，““““亚亚亚亚当当当当……………………你在你在你在你在哪哪哪哪里里里里？？？？””””亚亚亚亚当当当当说说说说，，，，““““我便我便我便我便藏藏藏藏了了了了。。。。””””他他他他与与与与神神神神分开分开分开分开了了了了。。。。

当当当当亚亚亚亚当当当当和和和和夏娃夏娃夏娃夏娃听魔鬼听魔鬼听魔鬼听魔鬼的的的的话时话时话时话时，，，，魔鬼魔鬼魔鬼魔鬼就就就就变变变变成成成成了他们属灵的了他们属灵的了他们属灵的了他们属灵的父父父父亲亲亲亲，，，，在他们的灵里就有在他们的灵里就有在他们的灵里就有在他们的灵里就有魔鬼魔鬼魔鬼魔鬼

的的的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这就是灵里的死这就是灵里的死这就是灵里的死这就是灵里的死。。。。这种这种这种这种性性性性情情情情立即立即立即立即彰彰彰彰显显显显在人在人在人在人类家类家类家类家族族族族中中中中。。。。最最最最后后后后，，，，亚亚亚亚当当当当和和和和夏娃夏娃夏娃夏娃的的的的第第第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儿儿儿儿子子子子杀杀杀杀死了死了死了死了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个个个个儿儿儿儿子子子子。。。。

人人人人现现现现在和在和在和在和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结结结结合合合合了了了了。。。。他他他他成成成成了了了了罪犯罪犯罪犯罪犯，，，，就从就从就从就从伊甸园伊甸园伊甸园伊甸园里里里里赶赶赶赶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权权权权利接利接利接利接受神了受神了受神了受神了。。。。

人也不人也不人也不人也不再再再再回应神的回应神的回应神的回应神的呼唤呼唤呼唤呼唤。。。。他他他他只只只只是回应他自是回应他自是回应他自是回应他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回应他新的回应他新的回应他新的回应他新的主主主主人人人人。。。。人不仅仅是人不仅仅是人不仅仅是人不仅仅是罪罪罪罪

人人人人，，，，犯犯犯犯法法法法者者者者，，，，在属灵上他在属灵上他在属灵上他在属灵上他成成成成了了了了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孩孩孩孩子子子子，，，，有着他有着他有着他有着他父父父父亲的亲的亲的亲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对对对对法法法法利利利利赛赛赛赛人说人说人说人说：：：：““““你们是出你们是出你们是出你们是出于于于于你们你们你们你们父父父父魔鬼魔鬼魔鬼魔鬼，，，，你们你们你们你们父父父父的的的的私私私私欲欲欲欲，，，，你们你们你们你们偏偏偏偏要要要要行行行行。。。。他从他从他从他从起起起起

初初初初是是是是杀杀杀杀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不守不守不守不守真理真理真理真理，，，，因他因他因他因他心心心心里没有里没有里没有里没有真理真理真理真理。。。。他说他说他说他说谎谎谎谎是出是出是出是出于于于于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因他因他因他因他本本本本来是说来是说来是说来是说谎谎谎谎的的的的，，，，也也也也

是说是说是说是说谎谎谎谎之人的之人的之人的之人的父父父父””””（（（（约约约约翰翰翰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8888：：：：44444444））））

法法法法利利利利赛赛赛赛人是人是人是人是非非非非常常常常宗宗宗宗教教教教化化化化的的的的，，，，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安安安安息息息息日日日日到会到会到会到会堂堂堂堂里里里里去去去去。。。。他们他们他们他们祷祷祷祷告告告告。。。。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奉献奉献奉献奉献。。。。他们他们他们他们

禁禁禁禁食食食食。。。。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做做做做其他许其他许其他许其他许多多多多善善善善事事事事。。。。但在耶稣的事上他们但在耶稣的事上他们但在耶稣的事上他们但在耶稣的事上他们撒谎撒谎撒谎撒谎，，，，而而而而且且且且杀杀杀杀害害害害了他了他了他了他，，，，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他们是

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儿儿儿儿女女女女。。。。他们有着他们有着他们有着他们有着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

这就说明了人为什么不能这就说明了人为什么不能这就说明了人为什么不能这就说明了人为什么不能靠靠靠靠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行行行行为为为为或善或善或善或善行行行行得得得得救救救救；；；；他必他必他必他必须须须须重重重重生生生生。。。。如果人不是如果人不是如果人不是如果人不是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

儿儿儿儿女女女女，，，，他就会他就会他就会他就会行行行行为为为为端正端正端正端正，，，，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问题问题问题问题。。。。但因为他是但因为他是但因为他是但因为他是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儿儿儿儿女女女女，，，，虽虽虽虽然然然然他他他他想想想想方方方方设设设设法法法法做做做做得得得得正正正正确确确确，，，，

当当当当他死亡他死亡他死亡他死亡时时时时，，，，仍仍仍仍然然然然不得不不得不不得不不得不下下下下地地地地狱狱狱狱，，，，到到到到燃烧燃烧燃烧燃烧的的的的硫磺硫磺硫磺硫磺火火火火湖湖湖湖里里里里去去去去，，，，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次次次的死的死的死的死。。。。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人有他的因为人有他的因为人有他的因为人有他的父父父父亲亲亲亲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在他里面，，，，他是无法他是无法他是无法他是无法站站站站立在神的面前的立在神的面前的立在神的面前的立在神的面前的。。。。人要人要人要人要

得得得得救救救救就必就必就必就必须须须须有人为他的有人为他的有人为他的有人为他的罪罪罪罪受罚受罚受罚受罚，，，，给他一个新给他一个新给他一个新给他一个新性性性性情情情情。。。。

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带带带带一头一头一头一头耳耳耳耳朵朵朵朵一一一一动动动动一一一一动动动动的的的的老老老老驴驴驴驴来来来来，，，，试试试试图图图图使使使使它它它它变变变变成成成成一一一一匹匹匹匹赛赛赛赛马马马马，，，，但这是无法但这是无法但这是无法但这是无法做做做做到的到的到的到的。。。。

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把它把它把它把它的的的的牙牙牙牙齿挫齿挫齿挫齿挫好好好好，，，，把它把它把它把它的的的的蹄蹄蹄蹄子子子子擦亮擦亮擦亮擦亮，，，，给给给给它它它它上上上上好好好好的的的的草料草料草料草料，，，，让让让让它它它它在在在在跑跑跑跑道上道上道上道上天天跑天天跑天天跑天天跑，，，，给给给给它它它它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马的马的马的马厩厩厩厩住住住住。。。。在在在在赛赛赛赛马的马的马的马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当发当发当发当发令枪响令枪响令枪响令枪响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它它它它所所所所做做做做的就是的就是的就是的就是瘫瘫瘫瘫在在在在跑跑跑跑道上道上道上道上，，，，因为因为因为因为它它它它是是是是

一头一头一头一头驴驴驴驴子子子子。。。。作作作作个个个个赛赛赛赛马不是马不是马不是马不是它它它它的的的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它它它它的的的的本本本本性性性性。。。。

但是如果你但是如果你但是如果你但是如果你带带带带一一一一匹匹匹匹赛赛赛赛马来马来马来马来，，，，虽虽虽虽然然然然照照照照顾顾顾顾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周周周周到到到到，，，，当发当发当发当发令枪响令枪响令枪响令枪响的的的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它它它它还是还是还是还是跑跑跑跑！！！！这就这就这就这就

是是是是它它它它的的的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它它它它生来就是要比生来就是要比生来就是要比生来就是要比赛赛赛赛的的的的。。。。要让要让要让要让老老老老驴驴驴驴变变变变成成成成一一一一匹匹匹匹赛赛赛赛马马马马，，，，它它它它必必必必须再须再须再须再生生生生成成成成为一为一为一为一匹匹匹匹赛赛赛赛马马马马，，，，

这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这是不可能做做做做到的到的到的到的。。。。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人是人是人是人是住住住住在身体里的灵在身体里的灵在身体里的灵在身体里的灵，，，，他可以他可以他可以他可以重重重重生生生生！！！！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改变改变改变改变！！！！他可以在耶稣里他可以在耶稣里他可以在耶稣里他可以在耶稣里成成成成为为为为

一个新一个新一个新一个新造造造造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不管所受的教不管所受的教不管所受的教不管所受的教育育育育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不管拥有不管拥有不管拥有不管拥有多多多多少少少少美美美美金金金金，，，，不管不管不管不管多多多多么地虔么地虔么地虔么地虔诚诚诚诚，，，，人人人人靠靠靠靠自自自自己己己己是无法是无法是无法是无法站站站站立在立在立在立在

神的面前的神的面前的神的面前的神的面前的，，，，因为他的因为他的因为他的因为他的性性性性情错情错情错情错了了了了。。。。

人今人今人今人今天天天天失失失失丧丧丧丧沉沉沉沉沦沦沦沦并不是因为他并不是因为他并不是因为他并不是因为他做做做做了什么了什么了什么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什么。。。。（（（（他他他他做做做做什么是他是什么什么是他是什么什么是他是什么什么是他是什么

的的的的结结结结果果果果。。。。））））人需要来自神的生命和人需要来自神的生命和人需要来自神的生命和人需要来自神的生命和性性性性情情情情，，，，因为他在灵里已经死了因为他在灵里已经死了因为他在灵里已经死了因为他在灵里已经死了。。。。感谢感谢感谢感谢神神神神，，，，基督已经基督已经基督已经基督已经把把把把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从灵里的死亡中从灵里的死亡中从灵里的死亡中从灵里的死亡中救救救救赎出来赎出来赎出来赎出来！！！！

约约约约翰翰翰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5555：：：：22226666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父父父父怎怎怎怎样在自样在自样在自样在自己己己己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就就就就赐赐赐赐给他给他给他给他儿儿儿儿子也照样在自子也照样在自子也照样在自子也照样在自己己己己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有生命。。。。

那那那那新人就是耶稣基督新人就是耶稣基督新人就是耶稣基督新人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并没有死在他里面并没有死在他里面并没有死在他里面并没有死。。。。他的出生和我们的出生不一样他的出生和我们的出生不一样他的出生和我们的出生不一样他的出生和我们的出生不一样。。。。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在他里面

没有死的没有死的没有死的没有死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魔鬼魔鬼魔鬼魔鬼的的的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但在但在但在但在希希希希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伯来书 2222：：：：9999节中说节中说节中说节中说，，，，他为我们他为我们他为我们他为我们尝尝尝尝了死了死了死了死味味味味。。。。希希希希伯来伯来伯来伯来

书书书书 9999：：：：22226666说他说他说他说他““““把把把把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献献献献为为为为祭祭祭祭，，，，好好好好除掉除掉除掉除掉罪罪罪罪。。。。””””他承他承他承他承担担担担了我们了我们了我们了我们罪罪罪罪的的的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灵里死亡的灵里死亡的灵里死亡的灵里死亡的性性性性情情情情，，，，

使我们可以得着使我们可以得着使我们可以得着使我们可以得着永永永永生生生生。。。。

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耶稣说：：：：““““盗贼盗贼盗贼盗贼来来来来，，，，无无无无非非非非要要要要偷窃偷窃偷窃偷窃、、、、杀杀杀杀害害害害、、、、毁坏毁坏毁坏毁坏；；；；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是要叫是要叫是要叫是要叫羊羊羊羊得生命得生命得生命得生命，，，，并并并并且且且且得的得的得的得的

更更更更丰丰丰丰盛盛盛盛。。。。（（（（约约约约翰翰翰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10101010：：：：10101010））））

他也说他也说他也说他也说，，，，““““我实实在在地告我实实在在地告我实实在在地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诉诉诉你们你们你们你们，，，，那那那那听听听听我我我我话话话话，，，，又又又又信信信信差差差差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者者者者的的的的，，，，就有就有就有就有永永永永生生生生，，，，不不不不至于至于至于至于

定定定定罪罪罪罪，，，，是已经出死是已经出死是已经出死是已经出死入入入入生了生了生了生了””””((((约约约约翰翰翰翰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5555：：：：4444))))

耶稣来耶稣来耶稣来耶稣来把把把把我们从灵里死亡中我们从灵里死亡中我们从灵里死亡中我们从灵里死亡中救救救救赎出来赎出来赎出来赎出来。。。。亚亚亚亚当当当当离离离离弃弃弃弃神的神的神的神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因而被因而被因而被因而被逐逐逐逐离离离离开开开开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树树树树。。。。但但但但

是根据是根据是根据是根据启启启启示示示示录录录录 2222：：：：7777节节节节，，，，现现现现在在在在接接接接受顺服神的受顺服神的受顺服神的受顺服神的话话话话语语语语的人被的人被的人被的人被带带带带回生命回生命回生命回生命树树树树。。。。

这一新生并不是这一新生并不是这一新生并不是这一新生并不是逐渐逐渐逐渐逐渐发发发发生的生的生的生的。。。。是即是即是即是即刻刻刻刻发发发发生的生的生的生的！！！！这是神的这是神的这是神的这是神的恩赐恩赐恩赐恩赐，，，，当当当当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的时候时候时候时候就就就就接接接接

受了受了受了受了。。。。

以以以以弗弗弗弗所书所书所书所书 1111：：：：2222节说节说节说节说，，，，你们死在你们死在你们死在你们死在过过过过犯罪恶犯罪恶犯罪恶犯罪恶之中之中之中之中（（（（这就是灵里的死亡这就是灵里的死亡这就是灵里的死亡这就是灵里的死亡）））），，，，他叫你们活他叫你们活他叫你们活他叫你们活过过过过来来来来！！！！



第第第第 8888节节节节第第第第 9999节就告节就告节就告节就告诉诉诉诉我们这是如何我们这是如何我们这是如何我们这是如何发发发发生的生的生的生的：：：：

以以以以弗弗弗弗所书所书所书所书 2222：：：：8888、、、、9999

8888 你们得你们得你们得你们得救救救救是是是是本本本本乎乎乎乎恩恩恩恩，，，，也因着信也因着信也因着信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这并不是出这并不是出这并不是出于于于于自自自自己己己己，，，，乃乃乃乃是神所是神所是神所是神所赐赐赐赐的的的的；；；；

9999 也不是出也不是出也不是出也不是出于行于行于行于行为为为为，，，，免免免免得有人自得有人自得有人自得有人自夸夸夸夸。。。。

并不是出并不是出并不是出并不是出于行于行于行于行为为为为。。。。这就这就这就这就把把把把自我自我自我自我膨胀膨胀膨胀膨胀的的的的气气气气球钻球钻球钻球钻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了一个洞洞洞洞！！！！人人人人总总总总是是是是想做想做想做想做什么来什么来什么来什么来救救救救自自自自己己己己。。。。他他他他

在其中在其中在其中在其中占占占占一一一一部分部分部分部分。。。。但他无法但他无法但他无法但他无法做做做做到到到到。。。。他所必他所必他所必他所必须须须须做做做做的就是承认他是无的就是承认他是无的就是承认他是无的就是承认他是无助助助助的的的的，，，，是没有是没有是没有是没有盼盼盼盼望望望望的的的的。。。。他他他他

必必必必须须须须承认他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承认他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承认他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承认他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那那那那样样样样————————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失失失失丧丧丧丧的的的的罪罪罪罪人人人人。。。。然然然然后他必后他必后他必后他必须须须须来来来来接接接接受基督给他的受基督给他的受基督给他的受基督给他的

救救救救恩恩恩恩的的的的恩赐恩赐恩赐恩赐。。。。

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 8888：：：：14141414----11116666

141414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因为凡被神的灵因为凡被神的灵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引引引导导导导的的的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的儿儿儿儿子子子子。。。。

15151515 你们所受的你们所受的你们所受的你们所受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奴奴奴奴仆仆仆仆的的的的心心心心，，，，仍仍仍仍旧旧旧旧害害害害怕怕怕怕；；；；所受的所受的所受的所受的，，，，乃乃乃乃是是是是儿儿儿儿子的子的子的子的心心心心，，，，因因因因此此此此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呼呼呼呼叫叫叫叫：：：：

““““阿阿阿阿爸爸爸爸！！！！父父父父！！！！””””

11116666 圣灵圣灵圣灵圣灵与与与与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心心心心同同同同证证证证我们是神的我们是神的我们是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儿儿儿女女女女。。。。

你是不是已经你是不是已经你是不是已经你是不是已经摆摆摆摆脱灵里的死亡脱灵里的死亡脱灵里的死亡脱灵里的死亡进进进进入入入入属灵的生命了属灵的生命了属灵的生命了属灵的生命了？？？？神是你的神是你的神是你的神是你的父父父父亲亲亲亲吗吗吗吗？？？？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举举举举目目目目向向向向

天天天天说说说说““““父父父父神神神神””””？？？？他的灵在你里面他的灵在你里面他的灵在你里面他的灵在你里面与与与与你你你你同同同同证证证证你是神的你是神的你是神的你是神的儿儿儿儿女女女女吗吗吗吗？？？？在你的灵里有圣灵在你的灵里有圣灵在你的灵里有圣灵在你的灵里有圣灵喊喊喊喊““““阿阿阿阿爸爸爸爸！！！！父父父父！！！！””””

吗吗吗吗？？？？

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重重重重生了生了生了生了，，，，你就会这样的你就会这样的你就会这样的你就会这样的。。。。

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如果你还没有得到重重重重生生生生，，，，今今今今天天天天就就就就接接接接受基督受基督受基督受基督作作作作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救主救主救主救主吧吧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