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福音的路加書信

第 8 課：兩書中的醫病趕鬼 (筆記)
路加福音

使徒行傳

醫病：全是耶穌醫治
1． 彼得的岳母（4：38-39）
2． 潔淨長大痳瘋（5:12-16）
3． 醫治癱子（5:17-26）
4． 醫右手枯乾者（6:6-11）
5． 醫好百夫長的僕人（7:2-10）
6. 醫好 12 年血漏女子（8：43－48）
7. 在法利賽人家中醫好患水臌的人（14:18）
8. 治好十個長大痳瘋的人 (17:11-19)
9. 使耶利哥城瞎子得看見（18:35-43）
10. 大祭司僕人的耳朵 (22:50-51)

趕鬼
1． 迦百農會堂趕走污鬼（4:31-37）
（魔鬼純正信仰 4:34）
2． 趕走抺大拉馬利亞身上七隻鬼 (8:2-3)
3． 格拉森趕鬼入猪「群」（8:26-39）
4． 被鬼附害癲癇的男孩 (9:37-43)
5． 趕出啞巴鬼（11:14-15）
6． 鬼附癱瘓 18 年的婦人 (13:11-13)

醫病：使徒
1． 彼得在美門醫好瘸腿的（3:1-10）
2． 彼得醫治多人（5:12-16）
3． 腓利醫治多人（8:4-8）
4． 彼得在呂大醫好癱瘓的以尼雅
（9:32-35）
5． 保羅醫好生來瘸腿的人（14:810）
6． 保羅在米利大島醫好島長部百流的
父親（28:7-10）

趕鬼
保羅逐出巫鬼 (16:16-18)
(沒有個案)
行邪術的西門(8:9)
巴耶穌(13:6)
以呂馬(13:8)

耶穌總括工作重點：講道、醫治、趕鬼 (6:17-19； 7:21； 8:1-2)
耶穌天天在殿裡教訓人 (教導) (19:47)

引言：
疾病與殘障的區分：
•

疾病可能是一種暫時的情況，可藉醫藥來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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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障是較永久性的，除神蹟之外，沒有藥物可以醫治。

《 路加福音中的醫病、趕鬼 》
潔淨長大痳瘋 (5:12-16)
長大痳瘋身體及精神的痛苦。
1. 長大痳瘋當時是無葯可救。
2. 使人的神經痳木而漸成殘廢。
3. 會傳染。
4. 破相。
5. 等候死亡。

一. 長大痳瘋者到主前 (路 5:12)
1. 謙卑跪下
2. 尊主為大：「祢若肯」
3. 滿有信心：「必能叫我潔淨了」
二. 主的醫治 (路 5:13)
1. 主動了慈心 (可 1:40)
2. 主伸手摸他
3. 簡單又寶貴的應許：「我肯，你潔淨了吧！」
4. 立刻被醫治
三. 主耶穌的吩咐 (路 5:14)
1. 關乎耶穌：不可告訴人
2. 關乎治好的痳瘋者：
•

「把身體給祭司看」

•

獻上禮物

•

對眾人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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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好十個長大痳瘋的人 (17:11-19)
他們的痛苦 (如上文所述)
一.

他們的盼望 (路 17:11-12 上)：知耶穌進入村子
•

他們大概不是住在這村子內，可能是附近的郊外。

•

這地方是安置痳瘋病人的地方。

•

特意來這裡與耶穌相遇。

二. 他們迎見主的態度 (17:12-13)
1.

迎面而來

2.

遠遠站著

3.

高聲呼救

三. 他們得醫治的經過 (17:14)
四. 忘恩與感恩 (17:15-18)
1. 十個向主求醫治的人，十個都得醫治 (17 上)
2. 回來感恩者給我們的榜樣：
3. 忘恩的九人，主仍醫治 (詩 103:8-10)

醫治大祭司僕人馬勒古的耳朵 (路 22:49-51)
(太 26:51-53； 可 14:47-48)； 約 18:10-11)
一. 形勢不對勁 (22:49 上)
看此情勢，門徒應該在慌張忙亂之中，容易失去理智，想出一些屬血氣的主意來。
二. 有動殺機 (22:49 下)
當時門徒只有兩把刀。
38

他們說：「主啊，請看！這裡有兩把刀。」耶穌說：「夠了。」
•

耶穌問他們有沒有刀，是要面對困境，不是用來推翻政權，門徒誤會了。

•

主說：「夠了」，是打斷他們的話。

•

看下文，可見彼得有一把，另一把估計是奮銳黨西門。

三. 削掉馬勒古的右耳 (22:50)
•

彼得為了保護耶穌，未等主的回答，就將大祭司該亞法的僕人馬勒古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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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勒古大概是捉拿耶穌最先下手的人。

四. 就治好了他 (22:51)
1. 在此，其他三卷福音書的記載比路加清楚多了。
2. 有幾點值得注意的：
(1) 要警告彼得動刀的危險。
(2) 要表明主自己是很甘願讓人捉拿，以致被釘在十字架上。
(3) 要應驗經上的話 (賽 53:7)
3. 就把他治好了(51 下)
•

一定是彼得動刀之後很快就把馬勒古醫好，否則兵丁會因彼得的襲擊，會
展開打鬥行動。

•

殘暴的士兵都降服在耶穌的良善、仁慈、能力的態度之下。

被鬼附害癲癇的男孩 (路 9：37-43)
這是耶穌登變像之後，與門徒在山過了一夜，「第二天」才下山 (9:37)，
正遇著門徒和文士為那被鬼附而癲癇的男孩，發生辯論。
記載最詳細是可 9:14-29
前因：(可 9:14-16)
一. 父親的哀求(路 9:38-39)
1. 父親為兒子的痛苦難耐
文士不在意孩子是否可以痊癒，而是認為這是一個大好機會把主的門徒難倒。
2. 兒子的痛苦：七種痛苦
•

被鬼附 --- 失去了自由意志，不能自制。

•

啞吧鬼 --- 自己無法說出苦況。(可 9:17)

•

被鬼捉弄 --- 屢次跌在火裡、水裡。(太 17:15)

•

忽然喊叫 --- (9:39)

•

把他摔倒 --- 使他重重受傷 (9:39)

•

口中流沬、咬牙切齒 --- (可 9:18)，即路加記載的「抽瘋」(路 9:39)

•

身體枯干 --- 瘦弱、面無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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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父親的投訴 (9:40)
•

這話使耶穌難堪，在主的神蹟中，只有這一個是因門徒不能，然後主才行的。

三. 耶穌的嘆息 (9:41)
•

「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

•

「我在你們這裡要到幾時呢？」

•

「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

四. 父親的懇求 (可 9:19-20)
• 主為何要問孩子病了多久？對主來說，時間不是問題。
• 可見魔鬼不但要奪取他的生命，也是要奪取他得救的機會。
五. 孩子得蒙醫治 (9:42)，看(可 9:25-27 )詳細的過程
• 主吩咐聾啞鬼出來時，特別加多一句：「再不要進去」。

《 使徒行傳中的醫病 》
彼得在美門醫好瘸腿的 (徒 3:1-10)
•

「申初禱告的時候」(1)

•

神蹟是表明神的大能，成就神的應許，也證實聖靈的同在。
他是生下來就瘸腿的，這瘸腿者已有四十多歲 (徒 4:22)，有好心的親友，天天抬
他來殿門口受人的賙濟 (2)，已是一個福氣。

•

他坐在美門，美門是聖殿的外院通到以色列院中九個門之一個。

•

彼得約翰的禱告及膽量：

1. 瘸腿者指望得救濟(3)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
2. 彼得的醫治 (6-7)
•

「金銀我都沒有」，是一句應付窮人的話。

•

「…….. 」是耶穌復活之後，門徒第一次靠祂的名而行的動作。

•

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

叫你起來行走。

•

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

•

是立刻「健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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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瘸腿者的痊癒 (8)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神。」

保羅醫好生來瘸腿的人 (徒 14:8-10)
1.

在呂高尼省的路司得

2.

•

坐著一個兩腳無力的人，生來是瘸腿的。

•

我們不知他什麼名字，只知他生下來就瘸腿的。

•

只說他坐著，沒有說他行乞，可能家境不錯。

「見他有信心」(9)
就大聲說：「你起來，兩腳站直」
命令他做一個唯一他不能做的事。

3.

得醫治的果效：
• 用呂高尼話說以為神藉人形降在他們中間。
• 路司得人會了解希臘文，但平常交談自然會用自己的土語。
• 美門口的瘸腿者痊癒後，開了彼得約翰向猶太人傳福音的門。
路司得城門口的瘸腿者痊癒後，開了保羅巴拿巴向外邦人傳福音的門。

保羅在米利大島醫好島長部百流的父親 (徒 28:7-10)
前因：
•

28:1-6，保羅乘船去羅馬途中，保羅、百夫長、兵丁全船獲救，上了一個島名叫
「米利大」，保羅拾柴放在火上，有一毒蛇咬了保羅的手，保羅把蛇甩在火裡。才
有這個神蹟。

一. 島長部百流接待
•

28:1-2 米利大土人熱情接待全船的人。

•

28:7 島長部百流也是盡情欵待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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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醫治島長部百流的父親：
•

因島長的接待，保羅才知道島長父親病了。

•

他患的是熱病和痢疾 --- 瘧疾

•

保羅醫治：禱告、按手

•

也醫治島上其他病人。(28:9)

三. 保羅等備受尊敬 (28:10)
•

共住了三個月(28:11)

•

生火時，保羅不拾柴，就不會引蛇出來，就不能顯出神的作為。

•

蛇也替保羅開了福音的門，如保羅沒被蛇咬，保羅要傳福音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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