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天 

你們 饒恕人的過犯，你們 的天父也必饒恕

你們 的過犯。(馬太福音 6:14) 

「要孝敬父母，使 你 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

條帶應許的誡命。(以弗所書 6:2-3)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赦免我的過犯，今天我來到祢的面前，饒

恕一切曾經傷害我的人，我要領受祢醫治的恩

典，並且遵行孝順父母這一誡命，要尊重權柄，不要

活在苦毒埋怨中，求祢常常提醒我，疾病與靈界有關

係，祢是最偉大的醫生，祢必能夠讓我從所有疾病中

得釋放。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已經得著天父爸爸饒恕的恩典，我必有能力饒

恕別人，領受醫治長壽的祝福，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天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 我們 的罪，使 

我們 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

的鞭傷，你們 便得了醫治。(彼得前書 2:24) 

他赦免 你 的一切罪孽，醫治 你 的一切疾病。(詩篇

103:3 )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祢的救贖，我們本是罪人，因為犯罪得了疾

病，但祢竟願意以死來擔當我們的罪孽，並且因著

祢的犧牲大愛，我們身體得了醫治，謝謝祢的恩典，和

永遠的看顧。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是天父所寶貝的兒女，我的身體全然得著保護和

遮蓋，任何魔鬼都不能攻擊我，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第三天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

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

轉過來，我就醫治 他們。』(馬太福音 13:15) 

來罷， 我們 歸向耶和華‧他撕裂 我們 ，也必醫

治‧他打傷 我們 ，也必纏裹。(何西亞書 6:1) 

親愛的主耶穌 ， 

我們都是心蒙了油，耳朵發沉的人，很多時在

蒙蔽當中，仍然自我感覺良好，我們很需要祢

的光照亮我們，使我們回轉，謝謝祢的愛，包容及接

納我們 ，求祢使我們的心更深歸向祢，讓我們真實

悔改，使病得著醫治， 受傷的得著纏裹，感謝讚美

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的心要全然歸向主耶穌，我每一個疾病，每一

個傷痕，都得著神全然的醫治，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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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不將所加與埃

及人的疾病加在 你 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 

你 的。(出埃及記 15:26)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

像基督待教會一樣(以弗所書 5:29 )  

親愛的主耶穌， 

我感謝讚美祢，疾病本不是祢想加在我們身

上的，但我們很多時候任性疏忽，沒有愛惜

自己身體，結果得着疾病，謝謝祢的愛，我知道

祢是醫治的神，我願意相信倚靠祢，病必然得著

醫治，像祢愛護教會一樣。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願意遵行神的誡命、律例，耶和華醫治的

神，必成為我的保障，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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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八福 

每天禱文 

 

第七課：病得醫治 

1. 請先把整句經文慢慢的朗讀三次，讓神的話語進到

你心中。 

2. 你把自己的名字代入經文中________的位置，用信

心宣讀出來。(可多讀幾次)  

3. 請把禱文慢慢的朗讀三次，思想禱文與你的關係。 

4. 請思想經文與你的關係，並寫下你的感受。  

 

 

 

第六天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 他們 能力、權柄，

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病，又差遣 他們 去

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路加福音 9:1-2)  

耶穌聽見就說：「這病不至於死，乃是為 神的榮耀，叫 

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約翰福音 11:4 ) 

親愛的主耶穌， 

我讚美祢，祢已經勝過仇敵撒但，並賜下權柄能力

給我們，可以勝過魔鬼，多謝你的揀選與寶貴的應

許 ，讓我可以使用屬靈的權柄，為病人禱告使他們得醫

治 ，把一切榮耀都歸於祢，因為祢是配得的。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今天的我，也是主的門徒，我必能夠活出呼召與命

定，讓耶穌得榮耀，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天 

我兒，要留心聽我的言詞，側耳聽我的話語，

都不可離 你 的眼目，要存記在 你 心中。因

為得著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箴

言 4:20-22)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 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

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

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馬可福音 16:17-18 )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幫助我，我要留心聽祢的言詞、存記在我

的心中，我有了新生命，便能得著醫全體的良

藥，謝謝聖靈賜下恩賜，讓我可以口說方言，手按病

人，病人就必好了。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今天的我滿有能力，因為我是天父爸爸的兒女，跟隨耶

穌的腳步，得着屬靈的位份，彰顯神國權能，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天 

所以 你們 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 

你們 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

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書 5:16) 

耶和華啊! 求你醫治 我，我 便痊愈‧拯救 我，

我 便得救‧因你是 我 所讚美的。(耶利米書

17:14 )  

親愛的主耶穌， 

多謝祢賜我們有禱告的權柄，更可以為別人

代求，求主祢醫治我所認識的一切病人，包

括(把患病中的名字放進去)使他們早日得痊癒，

並且讓他們得著救恩，主啊!祢是配得我稱頌讚美

的 。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是一位代禱勇士，神大大使用我成為精

兵、合神心意的器皿，並賜我能力可以為有病的

人代求，我的禱告必大有功效，阿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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