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欢迎真心寻求答案的人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刚信主的，对神的话语理解还不深的基督徒的问题。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些“最不配得的人”或最不可能得医治的人却得到了医治，反而在很多教会里，

存在一些圣徒，能够在苦难中宣讲神恩典的应许，但从未得到过完全的医治。

在真诚的发问和怀疑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这一点似乎正是雅各书 1:6 所要讲的——“（那些缺

少智慧的人）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我们又可以看到，“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希伯

来书 10:23）当我们的问题暴露出动摇的信心时，圣灵在医治中的流动就受到很大拦阻。

在本章，我们对神的医治的研究会涉及到一个事实，即有时候医治并没有发生——至少是在当时

没有按照我们期望的那样发生。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首先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神关于神

的医治方面的话语，暂时不需要顾虑上述的问题。

课程	10.1	疾病和死亡：罪导致的现实

10.1.1 描述疾病和死亡的源由。

10.1.2 解释圣经中与鬼附和基督徒相关的原则。

10.1.3 解释属世和其他宗教是如何反对神的医治的教义的。

10.1.4 列举疾病能够带给基督徒的益处。

课程	10.2	宣告健康和医治的应许

10.2.1 解释信徒所经历的医治的最终目的。

10.2.2 说明身体医治的源由。

10.2.3 解释医生、药物跟神的医治之间的关系。

10.2.4 解释神为什么没有医治所有盼望得到医治的人。

目
标

目
标

疾病、死亡和神的回应			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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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五旬宗教义绪论

课程 10.1
疾病和死亡：罪导致的现实

疾病和罪是相关的，但并不是有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不能

将每样疾病都归咎于病人生命存在的罪。神对人类的初衷是健康，

而非疾病，但是发生在伊甸园的背逆事件将疾病和身体的死亡带给

了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后代身上。“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哥林多前书 15:21-22）然而，我们不能全

怪罪亚当。我们也与亚当的罪有份，每次当我们不顺服神时，这一

点就证实了。不管是罪还是死亡都是堕落的后果。因此，人类的罪

就解释了为什么罪是人生的一个现实。

导致疾病的原因
有些人将神是至高无上的这个真理推至极端，说“既然神是全

能的，而撒但不是全能的，所以神必须为罪负责任”。但是神并没

有导致疾病。疾病乃是罪在世上的彰显。人类藉着自由意志选择背

逆神，于是就向撒但丑陋的工作敞开了门。

从另一方面讲，当撒但用邪恶、疾病和死亡破坏世界时，神并

不是站在那里很无助。人堕落以后，神允许撒但拥有有限的权力来

掌管世界；同样的，神也给了撒但有限的能力来使用疾病带给世界

邪恶的影响。

既然疾病出于罪和撒但的工作，它就意味着对神主权的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已经因着耶稣在世上的医治事工以及今天仍在继续

的医治事工得到回应。然而，撒但仍然藉着某些手段来引发疾病，

因为他乐于使人遭受身体的疾病和痛苦。

在人类所有的事情上，尤其是信徒的生命中，神都拥有主权。

因此，我们必须定论说，只有在神许可的情况下，疾病才能侵袭到

信徒。当然人并不该将疾病和苦难归咎于神。神允许撒但藉着疾病

使信徒暂时受苦，但神要因此成就一个更高的目的。在神许可的情

况下，撒但夺去了约伯的财富、孩子和健康。如果约伯当时知道他

为什么受苦，他也许就会找到答案了。但他信神，是没有什么理由

的信靠。神在信徒的生命中作工，把疾病变成灵命成长的机会。撒

但给人类带来咒诅，但神已经胜过了这个咒诅。

10.1.1 目标  
描述疾病和死亡的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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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第10章  疾病和死亡：罪导致的现实

课程10.1

魔鬼和信徒
我们知道撒但以某种方式导致人生病，有些人因此就教导说所

有的疾病都是撒但引起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赶鬼，赶关节炎的鬼、

癌症的鬼、糖尿病的鬼，或任何造成病痛的鬼。新约里确实记载了

有些情况下，魔鬼导致了疾病（马太福音 9:32——被鬼附的哑巴；

17:14-18——鬼所引起的抽搐；马可福音 9:20-26——聋哑的男孩受

痉挛的折磨。马太福音 12:22 和路加福音 13:11, 16）。然而，还有很

多医治的例子，并没有提到什么鬼或邪灵。耶稣摸大麻疯病人并说，

“你洁净了吧！”（路加福音 5:12-13）这里也没有提到魔鬼。耶稣

行的另外一个医治的神迹中也没有提到魔鬼，即一个瘫子被朋友从

屋顶缒下（路加福音 5:18-25）。关于医治的概括总结中，有赶鬼的

情况，也有未曾提到鬼而病人得释放的情况。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经历赶鬼得医治的人中，没有一个是

耶稣的门徒。医治释放使得很多人离弃罪恶来跟随耶稣，但是新约

中没有关于从信徒身上赶鬼的记载。这个事实对于神召会的立场文

件是基本的，“重生的基督徒会被鬼附吗？”（我们的立场 Where 

We Stand 2002）。答案绝对是不会。

魔鬼会试探并搅扰基督徒，但是他们无法知道我们的思想，或

同圣灵一起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在圣灵的殿里，两股势不两立的力

量不会并存的（哥林多后书 6:16）。当撒但或魔鬼攻击我们时，我

们不去找别人来为我们赶鬼。反之，我们需要披挂神的全副军装，

来对抗魔鬼一切的诡计（以弗所书 6:11-17）。基督的仇敌控告他被

鬼附了（约翰福音 8:48-49）。这是撒但一个很微妙的伎俩，使真诚

的人们相信现在的基督徒仍有可能被鬼附。有一点很清楚，确实有

医治释放发生，但若称这些释放为从鬼附身的状态里得释放，那是

不符合圣经的”（我们的立场 Where We Stand）。

关于神的医治的反对说法
我们不期望无神论者相信神的医治。这个世俗的世界对于不能

够在实验室里重新复制或在试管里进行研究的东西，都拒绝相信超

自然的神迹。即使这些神迹真的发生了，也不会承认这是神迹，不

过是一种新发现的人的解释而已。

还没有扎根于神的话语上的信徒有时也会受那些敌对基督徒的

资深的学者的影响。但是最聪明的人脑也比不上创造宇宙万物的那

10.1.2 目标  
解释圣经中与鬼附和基督徒

相关的原则。

10.1.3 目标  
解释属世和其他宗教是如

何 反 对 神 迹 医 治 的 教 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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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五旬宗教义绪论

课程 10.1
一位的智慧。经历过那最伟大的神迹，即罪人得救的信徒，心里很

清楚神迹确实会发生。

还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不否认神迹奇事，但却将之解释为

欺骗人眼目的巫术或幻觉。有一位生活在二世纪的希腊的外邦人曾

写道，耶稣在埃及的时候得了行巫术的能力（Celsus, Book 1, Chapter 

28）。及至今天，仍有人看基督教为神话，目的是让人顺服权柄。

卡尔·马克思在《论黑格尔的权利哲学的批判文章》（“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1844二月）

中将宗教解释为“人们的鸦片”。神拆毁了敌对的营垒。

对于多数基督徒来说，处理那些来自于世俗的批评不是一件困

难的事情。然而，来自于非五旬宗的基督徒的反对力量，则造成很

严重的问题。有一群自由派的新教徒，他们总是置最前沿的哲学思

想于圣经真理之上。对他们来说，神迹和医治并不重要，因为记载

它们的作品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这些自由派的人在教育和人类的

哲学的祭坛前膜拜。按照他们的意见，那些相信神迹的人缺乏更高

一层的学问和知识。

有些非五旬宗的福音派人士认为神迹和医治确实是圣灵所赐的

礼物，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他们相信随着新约书卷的完成，灵恩也

跟着止息了。既然医治的恩赐也属灵恩或属灵恩赐的其中一种，那

么我们不应当再去期待这类神迹医治的发生了。对于初信的五旬宗

信徒来说，当看到有些过着正直生活的人反对神的医治时，他们容

易陷入困惑。但是我们要记住，神赐礼物是要给那些愿意被他使用，

并且为神的荣耀而使用恩赐的人。那些坚持灵恩已止息的观点的人

依然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他

们个人的救主，只是他们没有相信或教导全备的福音。

还有些人一切都出于神的心意，包括疾病，因此他们也很反对

我们相信神迹医治。假如真是按他们想的那样的话，看来寻求医治

就是错误的举动。另外还有人教导说，神藉着疾病和痛苦要使信徒

成为圣洁。这或许是疾病所起到的一个附带作用，然而圣经里并没

有证据指出神会降疾病给那些顺服他的孩子。

一次死亡，然后是审判
神的医治并不是一种途径，让我们可以逃避衰老或所有活着

的人都必须要过的一关，即死亡（希伯来书 9:27）。不论是信徒还

是非信徒，都要经历身体的日益老化（传道书 12:1-7 中有形象的描

述）。医治不仅是为人生的黄金时段预备的，也是为老年时期预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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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第10章  疾病和死亡：罪导致的现实

课程10.1
但是经历过医治的身体部位跟其他部位一样，也要继续老化。我们

还没有看到在基督里死去的人的身体经历复活和救赎（哥林多前书

15:42-44，51-54）。不管我们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不管我们经历

多少次的医治，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都要经历死亡。

当然，衰老及肉身衰退虽是现实，但并不能否定神迹医治的真

理，也不该打击我们不再去寻求期望得到医治。我们的外体虽然朽

坏，但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 4:16）。神迹医治或健康，

虽然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但是却不是基督最看重的。他最看重的是

要将我们塑造成他的样式。我们若是忠心地面对疾病和死亡的事实，

就与那胜过世界的有份了（约翰一书 5:4）。

疾病的用处
虽然撒但带来疾病，但神仍然掌权，他仍要藉着所发生的一切

来成就他的目的。疾病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帮助我们学习重要的

属灵的真理。保罗身上的刺（哥林多后书 12:7）就提醒他耶稣基督

的力量，以及他的恩典够用。疾病也可以成为一种管教，来纠正或

领我们归回正路；例如，米利暗因向摩西发怨言就长了大麻疯（民

数记）。

疾病也可以是对罪或犯错的审判。约兰王（历代志下 21:18-

19）患了不可治愈的病，因为他行事恶劣，甚至在患病初期也不肯

悔改。疾病也可以一种实例，使他人明白神的真理。就如约伯，当

神的目的成就了，他的疾病也随之好了。

如果死亡并非撒但得胜的确据，那么疾病也不会是。“死〔已

经〕被得胜吞灭……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得胜。”（哥

林多前书 15:54, 57）信徒在等候得医治的过程中也可以经历得胜。

撒但已被击败；罪的工价已经偿还。我们只是在等候那已经成就的

胜利的凭据彰显出来，在信徒现在的生命中，以及所有受造物得赎

的日子。

10.1.4 目标  
列举疾病能够带给基督徒

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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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五旬宗教义绪论

课程 10.2
宣告健康和医治的应许

神向来是一位医治的神。他曾向以色列民宣告说，“我耶和华

是医治你的”（出埃及记 15:26）。还有一次他应许顺服的人必得奖赏，

“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

加在你身上……。”（申命记 7:15）

但是神医治的属性最好地体现在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生命

中。以赛亚预言说弥赛亚将会医治病人：“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

医治。”（以赛亚书 53:5）在他预见性的异象中，以赛亚记下耶稣

后来读出来并实践到事工里的话：“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

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以赛亚书 61:1；路加福音 4:18）。医治乃是神属性的一部分。

神的医治的更高目的
医治或健康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若是仅仅为了逃脱疼痛或

苦难而祈求医治，这就显明出自我中心或自私的动机来。当然，这

个原则在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都适用。

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心。在我们挣扎软弱的时候，他是否有

意不满足我们的某些愿望，而为的是要使我们归向他，归向他力量

的泉源和取之不竭的供应呢？毫无疑问的是，耶稣说过的一句话是

针对物质上的祝福以及身体的医治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 6:33）

1 我们为什么会渴望成功、物质享受，和安全感？

神的医治显明了神的爱和能力。它的中心在于耶稣基督本人，

以及他国度的扩展。耶稣希望我们都没有痛苦，而且健康，但更重

要的是，他要我们更加像他——有他的心志和他的心愿。神造我们

是要我们归荣耀和喜乐于他。我们若是不抓住这个真理，并将之付

诸实践，那么祈求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带着错误的动机了。“你们求

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雅各书 4:3）

至于祈求医治，也当然不能脱离这条真理。倘若我们没有亲密地与

主同行，接近他的心和他无私的爱，那么我们也许就不能完全理解

向神祈求时，自己心里到底存着什么样的动机。

10.2.1 目标  
解释信徒所经历的医治的

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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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10.2

基督赎罪祭中包含的身体医治
圣经里没有直接说明基督钉十字架、死亡、复活的具体目的就

是要带来我们身体上的医治，但至少是包括了医治。基督来到地上

的目的就是要将他的受造物从撒但的束缚，以及束缚造成的后果中

解救出来。基督来了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

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 2:14-15）耶稣行的医

治和神迹是征兆，即撒但的国度被践踏，罪恶和疾病都因着基督舍

己的死而被败坏。

既然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得救，并从罪的咒诅和撒

但的工作中释放出来；既然疾病是罪的咒诅的一部分，那么医治和

对疾病的征服也就因着基督救赎的工作而释放出来。人类堕落之后，

身体和灵魂都受到污染。基督的死却为人的身体和灵魂带来医治。

虽然医治和基督赎罪的死之间有着很清楚的联系（因他受的鞭

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 53:5），但是因着基督的复活，医治

的信息就更加明显了。基督的死胜过了疾病的根，就是罪。耶稣复

活的生命为我们得赎的身体带来了健康和生命：“然而叫耶稣从死

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

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罗

马书 8:11）这条应许不仅是为将来预备的，也同样是为现在预备的。

对医治的回应
一个人得了医治，经过证实之后，下面要做的事情就像接受救

恩或其他属灵的祝福之后要做的事情一样。耶稣告诉大麻疯得洁净

的人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马太福

音 8:4）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先检查，再见证”总是符合主的教训的。旧约中有一条律法，要

求大麻疯病人到祭司那里，来定他是否洁净（利未记 13）。这是检

查的一步，就好像今天去到医生那里来确定是否已经脱离癌症了。

信徒接受祷告，并得了医治之后，需要进一步地证实身体确实复原，

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批评。

2 信徒领受了真正的医治后，应当有怎样的回应？

10.2.2 目标  
说明身体医治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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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五旬宗教义绪论

课程 10.2
那些倡导积极的宣告的人把“先检查，再见证”这个标语变换

一下，教导基督徒要“先指明，再宣告得到。”( 神召会立场文件“信

徒与积极的宣告”（The Believer and Positive Confession）否定了这种

教导，在网上或“我们的立场”（ Where We Stand）可以找到）。

这个错误的教义教导人们说，一个人口中发出什么，他就会得到什么，

或变成那个样子。在作得医治的见证之前先作检查，这并不有损于

我们的信心。这只是避免那些反对五旬宗信息的不必要的批评而已。

3  为什么耶稣告诉大麻疯病人，“不要告诉任何人”？

下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一下圣经中记载的关于耶稣医治

大麻疯病人的故事。

释经学家 James Shelton 提出，很可能当时“耶稣不愿过早地

显明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样会导致他被赶出会堂，虽然最后也确实

被赶出了，这样他只好去到露天的地方去讲道。”（Shelton 1999, 

176）当耶稣的事工在宗教领袖面前越来越显眼时，反对他的势力就

越来越大。当然，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得了医治，应该准备好作见证。

但是他的见证的核心，必须是有关神的伟大与良善，而不是那得医

治的人何等幸运。

医生和药物在神的医治中的位置
我们知道有些人对于医药的态度是草率地拒绝所有的药物和医

生的帮助。神允许医药的发展进步，并且也引导科学家们有新的发现，

对此我们不可以存负面的态度，不然，便是滥用了神的医治的教义了。

神的医治跟医药这个行业并不是对立或竞争的关系。医生们曾帮助

了很多身体有痛苦的人。

有些人认为亚撒王有不好的结局是因为“他病的时候没有求耶

和华，只求医生。”（历代志下 16:12）但是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他求

了医生（也许有些医生曾经还是外邦人），而是那时他的心已经远

离了主。当他向亚兰求助的时候，他就已经拒绝信靠耶和华了（历

代志下 16:7）。

另外还有一些经文是赞成医生这个职业的（耶利米书 8:22；马

可福音 2:17）。甚至在提到患血漏的妇人的时候，对医生的态度也

并非负面的。的确，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

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马可福音 5:26）

但是当时并没有人告诉妇人说，去求医生是不对的。他们只是无能

10.2.3 目标  
解释医生药物跟神迹的治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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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第10章  宣告健康和医治的应许

课程10.2
为力而已。

今天，神仍然在那些医生认为是不可救药的人身上行神迹。如

果求医是错误的，为什么神要将神迹医治赐给背逆者呢？神会让他

的孩子藉着医药得医治，也会藉着神迹得医治。但是我们必须避免

自己倚靠医生的医术，而不去寻求神的帮助。当然我们不应该看遍

了所有的医生后，才向神祈求医治。我们首先要祈求神，接着在看

医生的同时，继续祈求神的医治。藉着整个过程，我们知道神不管

是亲自介入，或是藉着医生来医治人，他都是那位真正的医治者。

  如果你预备成为福音的使者，带领神的百姓经历神的医治，那

么你可能会面对一些潜在的法律上的问题，若是处理不当，这些问

题有可能会毁了你的事工。如果某人自愿选择避开医生，完全倚靠

神的医治大能，而结果没有得医治，那么属灵的领袖就不算有过错。

但是如果属灵的领袖告诉一位身体软弱的信徒，应当倚靠神而不是

医生，而结果这个人死了，那就可能导致一个非正常死亡的官司。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所以神召会就此附加了以下的这

段话进它的条文里：

第 12 条．神迹医治与医药

神召会常委会不赞成任何按立的牧师劝导信徒，在祷告

寻求身体上的医治时，不要接受医学建议或治疗。神召会的牧

师不应当将寻求医学建议或治疗看作是对神的医治能力缺乏信

心的表现（神召会规章，第 9 条 , 第 12 部分）。

人们没有得到医治的原因
对于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得医治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最终只有神知道。有一天，当时间的帘幕被拉开，永恒显明出来的

时候，我们也许就会明白很多从前不明白的问题了——如果那时我

们还想知道答案的话。在这里我们会提及几种可能性，其中多数是

不需要解释的。

祷告未蒙垂听的最主要原因是不信或者缺乏信心。当耶稣的门

徒问他，为什么他们不能使那受魔鬼折磨而抽搐的少年人得医治，

耶稣回答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马太福音 17:20）

当一个人逐渐亲近神，并且与我们信心的主越来越亲密时，他

的信心就会增加。当我们花时间努力来坚固我们跟他的关系时，圣

灵就会帮助我们来更加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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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五旬宗教义绪论

课程 10.2
4 一个人的信心如何成长？

有时我们求医治的祷告也会不知不觉地暗藏着疑惑或缺乏信心。

假若我们的祷告中总是含有“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这就显明了

我们还存有无意识的疑惑，即神到底是否能够或是愿意在这件事情

上行神迹。真诚地顺服神的旨意是好的，但我们若不期望任何事情

发生，那就是疑惑，而非顺服了。

关于求医治的祷告未蒙神垂听的原因还有一些，包括惧怕、罪疚、

故意背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或是得医治之前还需要学习某些功课。

也可能是医治会延迟，好让其他人看到患病的人所持守的信靠和信

心的结果。

至于得医治或不得医治的情况，只有等待神给我们全部的答案。

有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中年的姐妹患了一种会令身体日渐衰弱的慢性

病。她对其他患病的人非常地尽心。她看到一位牧师也患了同样的病。

牧师承认说，他的事工即将结束，因为他连普通的事务都无法处理。

这位姐妹为牧师作了信心的祷告，结果他的病神奇般地好了，他的

事工也得到恢复，并满有果效地持续了多年。牧师会经常见证那次

为他带来医治的祷告。但是那位为他祷告的姐妹却继续受病痛的煎

熬。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教给我们一个功课，即我们自己不需

要拥有完全的健康才有资格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医治。神最了解

情况，他所行的是没错的。

10.2.2 目标  
解释神为什么没有医治所

有盼望得到医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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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第10章  疾病、死亡、和神的回应

自我测试

选出最好的答案，并将其前面的字母圈起来。

1．中止论的定义是 ______。

a) 耶稣以婴孩的样式来到世上后，就不再是天父的角色了

b）圣灵的恩赐，包括医治，已在一世纪止息了

c）所有的敬拜赞美在天上都要寂静“约有二刻”

2．疾病和死亡的原因是 ______。

a）个人生命中的罪

b）自然律在每个人身上的公平作用

c）人类的堕落及其导致的世上的邪恶

3．魔鬼的力量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使人受苦，却不可以 ______。

a）附着或掌控一个真实信主的人

b）诱惑基督徒

c）折磨或搅扰基督徒

4．世俗不相信神的医治，是因为 ______。

a）无神论者必须看到神迹的确凿证据才肯相信

b）人的理性被高举过于肉眼看不见的神

c）他们思维狭隘，拒绝相信超自然神迹这个事实

5．虽然撒但是疾病的仆役，但是 ______。

a）神的孩子若在信心里向他祈求，神总会医治的

b）神最终将胜过撒但（虽然撒但目前是得胜的）

c）神仍然会藉着他的儿女的疾病和痛苦来成就他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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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五旬宗教义绪论

自我测试

6．对于患难中的圣徒，神的医治的应许意味着我们 ______。

a）可以避开年老带来的影响

b）可以祈求并期望神在我们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来医治我们

c）应当常常期待灵命的医治而非身体上的医治

7．全备的福音是一个术语，有时用于五旬宗的教会，意思是 ______。

a）“所有的福音，尤其是救恩，圣灵的洗，医治，以及耶稣再来”

b）“基于所有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神学”

c）“基要的、传福音的教会”

8．神的医治的目的不仅是要除去人的病痛，它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即 ______。

a）再次显明神的爱和力量

b）藉着医治他的百姓，神得着满足

c）帮助患难中的人们忘记痛苦，仰望耶稣

9．信徒得着医治后，正确的回应是 ______。

a）先指名，再宣告得到

b）先检查，再见证

c）沉默，不告诉任何人，就像耶稣吩咐得洁净的大麻疯病人一样

10．祷告求医治时，人是否应该总是以“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来结束祷告？

a）人应当注重祷告的形式过于内容

b）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显示了人对神的旨意的顺服

c）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显明了人对神的医治还心存疑惑。

五旬宗教义绪论-1Berean BTHE114.indd   152 15/3/10   下午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