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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天医治与健康 10《生命根基系列》第六课：信徒的权柄  

第六课：信徒的权柄—原来我是有权柄的！ 

很多人相信 - 神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如果神愿意 - 他就可以救所有的人！ 

如果神愿意 – 他就可以医治那个人！ 

神有他的主权！？！（错！！！） 

《请参考：恩典与信心的平衡系列 第二讲》 

第六课：信徒的权柄—原来我是有权柄的！ 

《创世记 1:27-28》 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把权柄给了人。 

人本来拥有神所赐的权柄！ 

人类失去 -神所赐的权柄！ 

 

《创世记 3：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人把神赋予他的权柄给了撒旦！ 

人相信敌人的谎言 – 你没有！ - 而上当！ 

配合了谎言，就是将自己的权柄交给了对方。 

耶稣取得胜利 - 对群众的公开游行！  

《歌罗西书 2:13-15》 

13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14 又涂抹了

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 

字据 - 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15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歌罗西书 2:15》 

15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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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基督徒 - 错过了这个游行！ 

没有看见 - 耶稣十字架的的得胜！ 

没有看见 - 撒旦的被俘虏示众！ 

 

你今天看见了耶稣对群众的胜利游行了吗？ 

信徒的权柄—耶稣基督 –得回神所赐的权柄！ 

 

《马太福音 28:18-19》 18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  

 

 耶稣的死里复活  

粉碎了罪和死亡的权势！ 

恢复 – 得回 - 从人那里被骗走的权柄！ 

信徒必须知道且明白 - 自己拥有耶稣所赐的权柄！ 

 

《约 14：12-1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13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14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Q：什么都可以向神要吗？ 

《约 14：13-14》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约翰一书 5：14-15》 

14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15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按照神的旨意 – 向神请求的 - 必定得着！  

Ask,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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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徒清楚明白自己所拥有的权柄，行使权柄： 

 

《雅各书 4:6-7》 6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7 故此，你们要顺服 神。 

（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顺服神的话语 = 配合神的话语 

务要抵挡魔鬼 = 不要配合谎言 

他见谎言不能得逞 – 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结果：属于你的产业 - 健康 - 没有被骗走！ 

《彼前 5:5-7》 5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6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 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卸给 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骄傲 = 不服不信神的大能 = 不配合 

谦卑 = 服神的大能 = 配合神的话 

《彼前 5:8-9》 务要 - 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 - 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9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 抵挡他，…  

如同…他不是狮子 

寻找…不在基督里的人 

坚固的信心…配合主耶稣 

抵挡…积极地不配合 

真正的谦卑是： 

单纯信靠神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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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神的话语 

▪ 按照神的属性 

按照圣灵引导 

使你我有胆量行走在我们的权柄中，因为： 

▪ 我知道神爱我也爱他人。 

▪ 我知道我是新造的人。 

▪ 我知道神看我是他的儿子。  

▪ 我知道我的新身份地位。 

▪ 我知道神是赐恩帮助我们的神。 

 

《加拉太书 2：21》 

我不废掉 神的恩（都是神的恩典）； 

义（医治）若是藉着律法（赚取）得的， 

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1. 正确看见你的权柄会彻底改变你与神的关系 

▪ 使你行事大胆，知道神帮助你，谁能抵挡得了你？  

▪ 使你对神有信心，知道神对你的爱是永远不会被分开！ 

▪ 使你看见，你对神的信心和你的话大有能力， 

胜过环境、敌人和你自己的情绪。  

2. 正确看见你的权柄使你战胜敌人的一切攻击 

▪ 知道神的真理 – 敌人的谎言诡计没有任何力量。 

▪ 知道你的位置和权柄 –  

是基于神的灵在你里面以及神的话语 

▪ 知道敌人的攻击 –  

是基于谎言，不是基于他的权能和地位。 

3. 正确看见你的权柄使你会向信徒讲解他们的权柄 

▪ 了解经文，教导信徒 - 他们的权柄。 

▪ 教导信徒，如何针对他们的情况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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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说出真理；牢记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 教导信徒，他们的权柄就是在这个世上展现基督。 

～～～～～～～～～～～～～～～～～～～～～ 

我们的神： 

创造主！至高者！万有的源头！ 

从他所得的都是恩惠！ 

 

爱世人的神！赐平安的神！喜乐的神！ 

欢喜我们与他同工！ 

 

～～～～～～～～～～～～～～～～～～～～～～～～～～～～～～～～ 

2023 生命根基系列 – 属天医治与健康现场录影视频 YouTube 清单：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Xsm6kaXq7moqO6yAyfWN9H-

YX1umpa8 

下载这系列音频的链接：2023 属天医治与健康系列音频下载

https://wp.me/PbNvPc-1tN   

从第五课开始，开始了一个新系列：六大《生命根基系列》！会陆续更新

按照线上进行 Zoom 课程上载视频和音频。） 

也鼓励大家看 2022 年 12 月开始这系列的第一到第十课视频： 

2022 稳固生命的根基 - 属天医治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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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到康惠健康中心网站关注：看视频/听音频/读讲义/下载音频和讲义和

许多与全人健康有关的资源！康惠健康中心网址：http://gate-well.com 

YouTube 视频网址：https://www.youtube.com/@user-fn1xx9lv4n/featured  

欢迎反馈、点赞、点阅和分享！ 

也欢迎用电邮与我们联络：gatewellwellnesscenter@gmail.com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Xsm6kaXq7moqO6yAyfWN9H-YX1umpa8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Xsm6kaXq7moqO6yAyfWN9H-YX1ump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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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Xsm6kaXq7kKyQ5NA1c9ym4sWP9e_St-
http://gate-w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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