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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天医治与健康 第四课 正确和错误的思想   22.12.2022 

郑乙蒨传道 DR.JOYCE TEH 教导  

1 信心是信什么？你误信了疾病对你说的话吗？神说了什么？要信得正

确！ 稳固的根基 - 属天医治与健康（第四讲上）视频链

接：   https://youtu.be/ET8xBPWG43M 

2 看见错误！靠圣灵透过神的话超自然更新心意–为正确的信心–稳固的生

命根基 - 属天医治与健康（第四讲下）视频链

接：  https://youtu.be/YpK_W-hoYSs 

马太福音 12:34-35  

34…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3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

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话语是种子：心里存放什么种子非常重要！ 

箴言 4:23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

出。 

*你负责选择–是否保守 - 你的心！ 

*天父赐自由选择的权力！ 

什么是恩典？ 

恩典：神的一切供应 

恩典：神的一切应许 

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神所赐的信心？ 

信心：相信神!相信神的话！ 

神的话 = 神 

神是谁？Who is God? 

创造主 （创世记 1 至高者、全能者） 

供应者（创 22 耶和华以勒） 

医治者（出 15 耶和华拉法） 

得胜者（出 17：15 耶和华尼西） 

https://youtu.be/ET8xBPWG43M
https://youtu.be/YpK_W-hoY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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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 相信神! 

信心 = 相信神的应许 

信心 = 相信神恩典 

罗马书 4:17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 神！ 

*信神 – 能使死人复活 

*信神 – 能使无变为有 

罗马书 4:18-19 

18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神）仍有指望，…19 他将近百岁的时

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他（对神）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罗马书 4:20-21  

20 并且仰望 神的应许（恩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 神，  

21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恩典）必能做成。  

 

两种信心 

人有的信心       神赐的信心 

凭感官接收       凭信神的话 

在自然界       超自然界 

靠听人的话       靠听神的话 

例子：接受神的一切应许 - 

耶稣的救恩（赦罪与医治）、圣灵充满…  

彼得后书 1：1 

*神赐我们同得 一样宝贵信心 *相信神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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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 1：2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 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 

*因为认识神和耶稣–而拥有 

更多恩惠（神的应许）而有平安！ 

彼得后书 1：3-4 

*神的大能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一切应许（恩典） 

歌罗西书 2：2-3  

要叫你们…真知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3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歌罗西书 2：9-10 

9 因为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10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You are complete -  in Him, who is The head of all principality and power 

林后 5：7,16   

7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 

不是凭着眼见（感觉）。 

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林后 5：17-18   

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8 一切都是出于 神； 

*看见自己在基督里 – 是新造的人 

*看见旧事已经过去 –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林后 5：21 

神使那无罪的（耶稣）， 

替我们成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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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 

*看见自己已经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了！ 

出埃及记 15：26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我是：耶和华拉法（医治者） 

*看见神是医治者 

以赛亚书 53：4-6 

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 神击打苦待了。 

5.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看见吗？）；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看见吗？）。 

6.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看见吗？） 

马太福音 8：17 

 17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 看见耶稣代替了、担当了吗？ 

彼得前书 2：24-25 

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了。 

加拉太书 3：13-14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

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14 这便叫亚伯拉

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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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相信疾病在我们身上能够得逞： 

就是否决了神的一切属性！ 

这样想法与真理违背–以为：创造主至高者 低过 被造物（撒旦）；全能者 

不能保护！（撒旦能伤害你）；医治者 不医治！（撒旦能给病痛）；得胜

者 输了！（撒旦得胜了） 

我们若相信疾病在我们（在基督里）身上： 

就是否决了耶稣为我们付的重价！ 

这样想法与真理违背–以为仍然被咒诅：疾病是咒诅（疾病未完全被担

当）；咒诅是因为有罪（咒诅未完全破除）；还在罪和死亡的律中（罪未

完全得赦） 

*我们若相信疾病在我们身上能够得逞：就是否决了神的一切属性！ 

* 看见耶稣代替了、担当了吗？我们若相信疾病在我们（在基督里）身

上：就是否决了耶稣为我们付的重价！ 

真理是：罗马书 8：1-2 如今在基督里的 - 就不定罪了，就是随从圣灵 - 不

随从肉体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 在基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 

也就脱离咒诅（完全破除） 

也就脱离疾病（完全医治） 

 

两种信心 

人有的信心       神赐的信心 

凭感官接收       凭信神的话 

在自然界       超自然界 

靠听人的话       靠听神的话 

例子：接受神的一切应许 - 

耶稣的救恩（赦罪与医治）、圣灵充满…  

 

箴言 23：7 因为他心怎样思想，他为人就是怎样。 

*神的话 - 更新思想 -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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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话语 – 从心里出来 - 的重要性 

*你的得医治与持守健康（或疾病） 

得供应与富足（或缺乏） 

在于你的心所真正相信的！ 

焦点放在主耶稣身上–得医治！ 

让圣灵提醒你神的话，（心思）随处圣灵–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

命），不随从肉体（感官和感觉），罗马书 8: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

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怎样想就是怎样的人！要更新思想，保守心，把神的话种在心里，继续持

守所信的属天健康与医治！ 

～～～～～～～～～～～～～～ 

2022 生命根基 - 属天医治与健康系列的 YouTube 视频清单 playlist：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Xsm6kaXq7kKyQ5NA1c9ym4sWP9e_St-  

康惠健康中心 Website 下载网站链接：https://gate-well.com   

康惠健康中心 YouTube 视频音频油管： 

https://www.youtube.com/c/康惠健康中心/featured   

康惠健康中心 Facebook 面书： https://www.facebook.com/gatewell.gate.9 

欢迎到康惠健康中心 YouTube 订阅、点赞、分享和点击小叮当！ 

～～～～～～～～～～～～～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Xsm6kaXq7kKyQ5NA1c9ym4sWP9e_St-
https://gate-well.com/
https://www.youtube.com/c/康惠健康中心/featured
https://www.facebook.com/gatewell.gat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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