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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十课 03  精神医治——攻破坚固的营垒 

 

主题经文《太 12:25-30》 

 

  

第四讲 在基督里得平安！ 

 

对我们来讲，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最重要

的东西，各位会祈求什么？就是平安！ 

人最重要的是有永远的平安！ 

那神有没有给我们平安呢？已经给我们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平安呢？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 

人从什么时候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呢？对明天、对永远的未来绝对有确据，

明天必定比今天好，拥有这个确据的时候，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平安！也能胜过

今天有些的苦难，胜过今天有些艰难的事。 

人怎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呢？在生命里有一个绝对的保障、有一个绝对

的安全感，这时候人才会得到平安。 

然后我们要知道，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开始，甚至在我们出生之前，在我们的

身上就有神的慈爱，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很重要的事，在我成长的整个日子里面

都有满满的主的恩典，当我们发现的时候，人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平安。 

这个平安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我们不能平安，这是因为不了解应该要怎样

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而带来的。 

 

序  言  信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仰使人得医治 

 

1）信仰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①理性: 

先要在理性上认识神，认识神为我们的一生所安排的是什么？是对这个的了

解而开始的，我们不能平安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神在我的身上作了什么？现在

用整个天上的地上的奥秘在我身上，在我的家庭正在作什么？当我们不知道的时

候，是不能得到平安的。明天还有永远的未来，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不知道这



个的时候是得不着平安的。 

②灵性: 

即使我们的理性上知道了，如果我们的灵性不跟从的话，就得不到那个的能

力，这个灵性就是信心，所以是了解而相信，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平安。 

③感性: 

因着了解而相信，之后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现场里面常常多经历，也多了解

能够与神交通的奥秘，那么我们的信仰会慢慢的得着感性的信仰，这就是爱，我

知道父爱我，我也爱他。所以一个人若要得着健康又有能力的信仰生活，必定要

有这三样东西。 

其实信仰生活的开始只要有一个饥渴的心，然后即使是懵懵懂懂的，对教会

不了解，对聚会不了解，对祷告也不了解，但是慢慢的借着神的话会了解圣经是

神的话——这是约、是应许，借着信息在理性上慢慢了解的时候，也借着自己所

了解的在生活上确认的时候，确认之后不是打起勇气来信的，也不是劝勉自己而

信的，是自然而然会信的。 

所以灵性慢慢的就会建立起来，特别多经历祷告的时候，灵性的信仰就会继

续不断的成长，然后多经历之后会得到感性的信仰，这三样都重要，其实神也全

部都为我们预备了。 

理性上看，我们绝对会得到平安——得到喜乐的理由是充充满满的！因为从

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看到。 

然后灵性上信心恢复的时候，马上就能够用到理性上所了解的，所以每个信

徒生命成长的过程，有没有真的爱神、爱自己、爱生命、爱肢体，因为信仰的结

论就是爱！这是信仰生活最高的阶段，然后用这个可以判断，检讨自己的生命是

不是很健康。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有自己迫切祷告的方面，有的人是

因着孩子、有的人是因着夫妇关系。有的人是为家庭、有的人是为侍奉，暂时不

要动那个问题的本身！ 

在信仰生活里面真的有智慧的人，会把信仰整个的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在理性上、灵性上、感性上恢复健康的信仰，那么就会发现，原来自己

认为有问题的那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然后让自己的生命继续不断的得到平安，

不要继续为那个事情伤脑筋，然后要在理性上眼光集中于，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

么要平安的理由，寻找而相信，然后依靠神，之后会发现那个问题不是问题，日

子过了，问题全部都会得到解决，因为神是全能的神，然后那个问题会变成很大

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天天能够享受神能力的秘诀。 

所以优先程序要清楚、焦点要清楚。特别是在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



感恩？为什么要喜乐？为什么要平安？要继续不断的寻找这个的理由。 

只要我们听得懂，就会发现绝对的平安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我们现在无论遇

到怎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听得懂神的话，就必定会发现要平安的理由。 

 

2）如何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话！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跟门徒讲了很多的信息，但很多时候门徒听不懂，

所以门徒的苦闷，门徒的忧愁是因为他们听不懂。 

《约 6:53》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

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约 6:60》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

话甚难，谁能听呢？《约 6:66》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 

在我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常常发现，在圣经里面越重要的内容——越听

不懂，长久的日子过了之后，眼睛才打开。 

《约 2:13-22》耶稣基督到了圣殿，把作买卖的人的东西全部打碎，之后对

法利赛人和祭司长说:这个殿要全部毁坏，然后我要三天再建立起来。然后门徒

都听不懂，等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他们才听得懂。《路加福音 22:35-38》:耶

稣基督对门徒说:以前我差派你们的时候，你们不用预备钱囊，不用带着口袋，

那个时候你们够不够呢？他们说够用，但现在我告诉你们，现在你们要预备钱囊，

要带着口袋，然后你们自己要预备吃的喝的，然后你们若有可以卖的衣服，要卖

衣服买刀剑……因为一年两年之前跟现在不一样了，一年两年之前，很多人看到

耶稣基督所行出来的神迹异能，就是耶稣基督所去的地方，很多人会跟从，很多

人都奉献，很多人要招待他们，所以那个时候什么都丰富！基督讲这句话的意思

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人子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每个人都要把人子钉在十

字架上，所以时代不一样了，你们自己要预备钱囊，现在很重要的是你们要买刀

剑，但这并不是叫门徒要打仗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们从现在开始要预

备心——要有属灵的打仗，但是当时，门徒听不懂。 

耶稣叫门徒卖衣服买刀的时候，门徒说: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

了。 

意思是，够了——我不需要跟你们讲很多，将来你们会懂的。 

然后门徒们继续的不安惧怕…… 

在客西马尼园，基督他们说:你们要警醒，要祷告，因为你们胜不过这个试

探，但是他们听不懂。 

基督恳切祷告的时候，流的汗变成血一样，这样迫切的祷告三次，三次门徒

都睡觉了，当抓耶稣基督的人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拿出了刀剑，主啊，现在正是

打仗的时候吗？ 



所以在理性上他们是真的不明白，等到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他们才了解。 

《马太福音 16 章》:耶稣基督对彼得说:我在你这磐石上要建造我的教会，

你们能听得懂这句话吗？阴间的权柄就是你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不能够胜

过你！这句话他们听得懂吗？ 

耶稣基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

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他们听得懂吗？ 

后面马上证明出来，彼得听不懂！ 

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要怎样的受苦，怎样的流血受死，彼得说:主啊，这样

的事情千万不要发生。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被钉十字架的话，门徒是无法胜过阴间的权柄的，那个天

国的钥匙是得不着的，所以那个重要的事，权柄的事，他们不了解。约翰福音 16

章:耶稣基督对门徒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门徒怎么说呢？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等不多时，你们

看不见我，等不多时，你们会看见我，这句话太难了。 

其实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话，等不多时，我离开了，你们看不见我，但是

这个时候，圣灵保惠师会借着我的名来，因为我不会把你们像孤儿一样撇弃，保

惠师圣灵必定会来，保惠师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们会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的——这就是等不多时，你们会不见我，等不

多时你们会见到我。 

所以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不了解！ 

后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门徒们迫切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了，圣

灵一动工他们的眼睛打开了，起初完全无用的门徒得到了能力，一次讲道兴起了

三千人悔改信主，瘸腿的也会起来……，然后传道赶鬼，很多的能力临到他们的

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知道，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听不懂，所以耶稣基督说:够

了……，意思是你们将来会知道。 

读到很多圣经，当中门徒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是那么的爱门徒，虽然

他们不明白，但基督还是跟他们讲，所以我知道今天我跟各位所分享的信息，有

些各位还是不能了解，但我还是要讲！ 

在我整个的信仰经历里面，实在是看到很多，越是重要的话越是听不懂！ 

我们讲过有些信息是要信而等候的，但更重要的信息是，要信而马上要用的！

如果常常了解也信，但是没有办法用到，那么就还会饿肚子！生命里面也会常常

遇到很多的问题，也会常常不安，这是因为重要的信息听不懂。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圣经已经完成了，圣灵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在我们生命里



面作工的，只要我们理性上的眼睛打开，信心建立起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的使徒们的能力，同样的会临到我们。《提后 3章》: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为

什么呢？因为有偷偷进来的，常常蒙蔽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若常常忘记牠的诡

计、牠的力量、牠的作为，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精神病是什么？ 

精神病——就是很重要的话听不懂！ 

这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坚固的营垒，我们的生命本应该时常享受平安、时

常感恩，随时用到天上来的能力！这样才对的！但是这个不能享受到，都是因为

重要的话听不懂！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总是常常忘记。 

其实得救这句话——是很多信徒信主之后最难懂的，也是精神病人最难得到

突破的！ 

你真的是得救的人吗？得救的确据是从哪里来的？ 

很多人不懂这个，因为不懂得得救的确据，所以就不懂得什么叫神同在，所

以在信仰生活里面为了要经历神而跑到别的地方！ 

以前我也是这样的，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只要你让我看见一次，

我一生一世会跟从你、会顺服你……”如果那个时候主真的一下子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神的话，就太不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就不能够享受天天二十

四小时跟我在一起的神，所以如果神用特别的时候、特别的情况、特别的样子来

向我们显明，我们就会很快地跑到神秘那里去，就不能够看见二十四小时跟我们

在一起的神了。 

 

4）谁是得救的人——神与我们同在！ 

很多人对得救的奥秘不了解，所以就不清楚什么叫神与我们同在！ 

我觉得这是最难懂的，有的人在听的时候好像是了解，但是第二天再问就会

发现，他是听不懂的。 

因为《约 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

女。重要的是 13节所说的: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

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对这个其中神儿女——不太了解，所以没有得救的确

据！ 

    各位现在真的要带着祷告的心来听，如果听而不明白，就不能够了解神现在

怎样与我同在！ 

《弗 2:8-10》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



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

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全部都是从神开始的，我们能

够信、能够得救、能够依靠神，全部都是神的作为。 

《约壹 5:1》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能够正确的了解这句话的

意思，才能够了解同在的意思。 

《弗 1:4-5》我是在永恒之前就已经蒙神拣选了《6-12》在我们还没有出生

之前，就已经预备了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赐给我们救恩已经全部都预备好

了，之后日子到了，在《弗 1:13-14》节，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也借着圣灵

的感动让我们信了福音，然后圣灵的印记进来了，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正确了

解得救的确据才是信仰生活的开始。 

《罗 10:13-17》如果没有差派的，就无法传福音，如果没有听到福音，就不

能够信福音，那就没有得救！ 

所以我们今日能够听到福音，是神差派了使者——这是神生我们的方法，所

以让我们能听到福音，也信了福音，之后能够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凡呼求耶稣基

督之名的都能得救，所以今日我们能够坐在这里领受这个福音的信息，全部都是

神的作为！这个要正确的了解。 

《林前 12:3》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意

思是若不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是不能够相信基督的。 

《约壹 5:8》有三个证据: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因为神生了我。你怎么知道

是神生了你？因为我生命里有水——我已经受洗了，我知道我应该悔改，我知道

我的罪自己不能解决，只有神羔羊的血才能够解决，了解这个的人——圣灵就进

来，这三样是证据。 

所以神现在是怎样与我们同在？是用神的话、基督的宝血和基督一切的成就，

还有圣灵来与我们同在！这一切同在的证据实在是要确认的——确认的时候才能

够享受。若不了解这个要确认的信息，就不能够看见主，所以在信仰生活里面就

会临到很多的问题，要知道神的作为是永远有果效的。 

 

5）认识应许： 

精神病的人最不了解的是应许——常常听，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 

若我们对这个应许不清楚了解，是绝对不能祷告的——即使祷告也没有用！ 

如果对这个应许不清楚，祷告必定是宗教性的祷告，或者是佛教徒一样的祷

告，比如应许说:“我永远与你同在！”这是神的约，所以一个人在理性上已经了

解神怎样与我同在，然后灵性上相信，信了之后，神的同在不是在特别的聚会，

或者是在特别的情况里面来看见他，乃是在现在这个的情况里面来发现神的同在，



所以在祷告当中时常能够看见神的同在。 

神说，“我永远引导你！”，这个引导并不是用眼睛能看到的天使出现特别的

方式来引导，这个引导是用“永远的应许来引导”，所以是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整

个的生活里面来寻找他是怎样的引导我——这个优先程序是不一样的，不是继续

不断的要看见神，而是要寻找神现在怎样用看不见的方法来与我同在！ 

所以，一个相信应许之后的人祷告是，“主，感谢你，现在借着我生命的气

息与我同在……”“主，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应许来我同在……”“感

谢你让我信主的话的时候，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引导我，与我同在……”，这样的

祷告是不一样的。 

如果不了解这个，只是要继续不断的看见神——就会跑到这里去，跑到那里

去……那么整个的信仰生活就没有根基。 

我们为什么享受不到神的应许？其实是生命的方向还没有改过来！ 

为什么看不见神？因为神是往北走、我是往南走，所以看不见！ 

如果方向对、神的引导是必定会看得见的，在我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必会

看到神的作为。 

还有神给我的得胜，是在艰难的事情里面或者逼迫之中也能享受的！因为这

是应许，不是没有问题而得胜，而是在问题当中已经让我们得胜了！ 

因为神说《约 16:33》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

界，——这是应许。 

那么是怎样的得胜法？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寻找，因为得救是已经成就的事实！

所以在祷告当中握住应许才能够享受得胜的祝福。 

最重要的是方向改过来，才能够看见神的同在，也看见神继续不断的引导。 

为什么方向不能改过来？因为对《约 14:16-20》的话不了解！保惠师来的时

候，你们会看见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弗 2:6》你们现在与我已经坐在

宝座上了。 

如果不用属灵的角度来了解这句话的时候，方向是不能改过来的！即使你要

为天国而活，但是做不到！所以若不了解“我是已经在国度里面了”，“我的事也

已经属于国度了”——方向就不能改过来。 

《约 15:19》你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天国的人，其实我们

方向不改也是属于天国人。 

《彼前 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

于神的子民……了解这个的时候开始，才能够了解《太 6:33》所说的：你们要先

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你们不要求别的，你们要

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意思是你们要先求你的国、就是你要求跟你生命有关系



的事情，了解这个才能够了解《歌罗西书 3:1 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

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若真正的了解这些话方向才

能够改过来！ 

方向改过来，才能够看见神的引导。 

若不然，继续不断的不顺从神的话，怎么能够看见神的引导呢？所以神给我

们的平安，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是要天天享受的！享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然后不能信——就不能顺从，所以即使信主很久也没有爱主的心，是因为没有经

历。 

 

6）了解关于祷告——与神对话！ 

若不了解有关祷告的信息，理论上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不能享受，明明知

道自己在银行里面有很多钱，但只是知道就不享受，这是最严重的属灵问题。 

为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因为只有祷告才能享受权柄和能力——没有

祷告，绝对不能得平安！没有祷告，绝对不能得自由！祷告经历神，才能够真正

的爱神爱人。 

有祷告就有应允，没有祷告是看不见应允的！不是没有应允，而是看不见应

允！所以发现不到新的计划。 

有祷告才能够得到证据——这个祷告是灵性的信仰，然后灵性改为感性，最

重要的转折就是祷告。 

神的同在，神的引导和祷告的这三个最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常常最不明白

的信息。 

但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很多时候不明白，所以他继续不断的跟

我们讲，让我们继续不断的相聚在一起——继续的听……听了之后再思考……也

多了解，然后慢慢的会发现，真的会享受到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的神的能力。 

 

8.没有神的话就没有医治，医治的信息要正确，也要有焦点!（资料第四大纲的

信息）: 

 

整个医治的工作是从开始到末了——全部是以神的话为中心，所以一个人怎

么能够真正的得到平安？真正的享受到能力呢？就是从实际的了解神的话而开

始的。 

8.1 使病人接受自己有病的事实，也使他自己有意愿要得医治 

我们的疾病也是，要真正的知道自己有病，然后真的愿意要得医治，《约 5:6》

你愿意要得医治吗？——要得医治的意愿越强，得医治的果效就越大。 



8.2 给病人必能得医治的确据 

你要得医治吗？你要相信吗？ 

《可 10:52》耶稣基督问病人，你信吗？ 

要让病人看着我们，“我现在所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听得懂我所讲

的话，你会马上得到释放的，问题是你听不懂，所以现在我慢慢的跟你讲……”，

“你听得懂吗？”“你信吗？”要这样来问。 

当这样带领精神病人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信心会被建立起来了，从那个时候

开始会发现，他会从病中得释放的。 

各位要对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病人有一个概念，精神病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有洁癖的，动不动就不安、晚上失眠的、喜欢赌博、不能戒赌的、吸毒的……等

等，这些人叫精神病！ 

那怎样帮助他们呢？第一，要给他们一个很强烈的要得医治意愿，第二，要

给他信心，只要你信，你就会得释放。 

但是我的经历告诉我，这是很不容易了解的而不容易信的。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比如:“你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

民，你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的，神现在借着圣灵与你同在……”，“你

听得懂吗？”“你信吗？”这是要继续确认的……。 

因为精神病是这样的，需要一千次一万次的确认。 

我们的大前提是，从有一天他真正的了解了，信心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开始，

就会很明显的看到，有洁癖的不洁癖了、失眠症的不失眠了、常常做噩梦的，也

不做噩梦了，这些事情挪开了，这是很奇妙的，所以里面的精神病就全然的得到

释放了。 

 

8.3 如何得释放？ 

要继续不断地与病人分享三个中心信息，整个焦点要放在这里，在他了解明

白的那个刹那，他会得到释放： 

1) 明白有欺骗者（撒旦试探人，使人不信，犯罪，然后控告） 

连我们比较正常的人也是，最不了解的信息是这个，原来有欺骗者，有空中

掌权者，就是保罗所讲的《以弗所书 6 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打仗，乃是与

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你们要

常常二十四小时穿戴全副军装，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这句话是最听不懂

的话。 

我们正常人也是的，我们可以试试看，请问各位，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魔鬼撒

旦是怎样攻击你的呢？他是欺骗者——是实际存在的，他是一个力量，是实际的



一个位格。 

我们虽然常常听，也只是观念上抽象的了解而已，但实际上就是在刚刚牠是

怎样的攻击我？就连听信息的时候也是，牠是怎样的攻击我？不了解！这就是人

最难懂的信息，也是常常会忘记的信息。特别是对于精神病的情况比较严重一点

的人来讲更是的！ 

各位可以试试看，讲了一万次他还是听不懂，虽然是听了，但不能实际的应

用出来。 

要知道牠是一个实际的力量——那要怎样才能够胜过牠？ 

他是一个实际的位格——应该怎样来面对牠？ 

他是实际的一个诡计，那个诡计是给我怎样的暗示，给我怎样的心理，给我

怎样的想法？要实际的了解才能够胜过牠！ 

牠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牠是常常

向我们射火箭的，这是最难了解的！ 

所以动不动就会临到问题，比如夫妇之间有问题，马上面对人，这是精神病

人的共同点！“都是你不对，你为什么这样呢！”对孩子也是，“你为什么这样！”

常常忘记，也不能看见背后给他暗示、困住他、也继续不断影响的那个恶者！所

以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 

比如前面我们讲过的，对失眠症的人说:“人家都睡了，你为什么不能睡呢？”

“你要安静，平安的躺着，平安的睡吧……”谁不愿意这样呢？但这是欺骗者的

问题，所以这是最难懂的。 

比如我现在要睡觉，如果有人过来继续摇动我的手、也踢我，你为什么睡？

那我会睡觉吗？这是一样的，因为有一个实际的位格——牠在继续的给我暗示，

也继续不断的给我别人都没有的奇怪的感觉，所以这些信息我们要正确的继续不

断地讲。 

我们每次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第一要讲“唯一的问题就是那个攻击者”，

第二是“唯一的答案——耶稣基督”，第三是应许，这是得救的人所蒙受的祝福！ 

这三样核心信息——要持续的讲。 

但持续讲的时候，人家会问:“你昨天讲这个，今天为什么还讲这个？”必

定是这样的问。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圣经的方法是什么？圣经的方法是今天用亚伯拉罕来讲，

明天是用罗得离开亚伯拉罕讲这个，再第三天是用索多玛蛾摩拉灭亡的事情来讲

这个，第四天是用雅各的家庭十二个支派来讲这个，用约瑟的故事来讲这个，然

后用出埃及的事情来讲这个，因为圣经是继续不断讲这个的！ 

如果各位能够完全掌握了这个，那么你很快就会成为实在是有能力的事工者。 



比如孩子有问题，如果继续面对那个问题的本身，或者他行为的本身，你越

要医治他，他会越坏的，必定是这样的。 

所以你先要跟他讲什么？并不是说魔鬼撒旦又攻击你了，总是讲撒旦、撒

旦……他会更烦恼，而是要对他讲，“其实神与我们同在，神爱你，但你从小，

你的爸爸妈妈就不认识神，所以因为爱你的缘故，反而在很多方面折磨了你，使

你受到了伤害，以前我是真的不了解灵界的奥秘，这整个真的是魔鬼撒旦的攻击，

现在我知道，你是需要一个能力的，所以我为你祷告，然后你真的得着从神来的

能力才能够全然的得到释放的……”，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的时候，才能够

得到释放的。 

 

2) 基督的宝血——完全解决和恢复（约 14:6） 

讲到基督宝血的时候先要知道，在罪、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人绝对是属肉的，

把这个奥秘讲的很清楚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人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

很重要的。 

一个人的罪根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今日，这个罪根是好几千年好几万年的深，

按着灵界的律必须要把这个罪根完全解决，不然的话是绝对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讲到基督宝血的时候，必定要讲基督已经百分之百完全的成就了——已

经全部解决了，再也没有定罪了！现在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是在生命的律圣灵的

律之下了，再也不能成为罪的奴仆了。 

耶稣基督是怎样的显现？神整个的显现都在基督的奥秘里面，所以我们借着

基督会认识神，现在在你的身上！耶稣基督是跟你一样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只

要你的生命里面恢复了耶稣基督所拥有的同样的神的话，恢复同样的那种灵性，

你也能够随时与神交通。 

然后特别要了解耶稣基督名字的权柄，有些暗示来的时候，你奉耶稣基督的

名祷告，马上就会得到释放的，这个要实际的教导。 

所以魔鬼撒旦攻击你、暗示你、控告你的时候，你要以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

死一同复活的那个证据来面对牠，因为基督已经完全成就了！ 

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所讲的道理和耶稣基督给我们看的一切的事，我们会认识

神的，然后随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么整个灵界的光景会改变，这是要继续

不断地要讲的信息。 

 

3) 得救者所得到的祝福和应许（林后 5:17，弗 1:15-23） 

先要拥有得救的确据和在基督里面的应许，然后怎样享受呢？——就是祷告，

这不单是精神病人，也是相当正常的人最难了解也常常忘记的！虽然我们理性上



是了解，但是信心总是建立不起来。 

 

8.4 持续分享得救和赦罪的确据（约 5:24，罗 8:1-2） 

无论哪一种精神病人都一样，都要继续讲这个的信息！ 

所以要让他们继续查经，也让他们继续参加聚会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遇到一位精神病人，以前他是小学的教师，后来看到奇怪的东西，也

常常听到声音，后来精神分裂了，就不能作老师了，然后就在家里休息，他的哥

哥是偶尔去教会的，他哥哥的妻子是三年的抑郁症，三年从来没有笑过，我们三

年之前见过她，再见到她的时候吓一跳，她变得像老人一样，脸色是发白的，我

们都很惊讶，然后我的太太把她约到家里跟她谈话，她抑郁症已经五年了，总是

想自杀，他的先生是相当有背景的，她也是相当优秀的，然后，我的太太见到她

的时候，给她一个确据，“你要见我的先生一个月，你马上就会得到释放的！”她

说是真的吗？所以我与她见面的时候，第一天她就笑了，她是第一天！ 

有的人是需要三年，四年，五年的……我跟她讲了我的经历，她全然的都听

懂了，“是啊，神与我同在，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她也是常常去教会的，所以

也常常听到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她听不懂。但很奇妙，她与我见面的时候，我只

是跟她讲了我的经历而已，她的脸色马上就红润起来了，然后马上得到释放了，

她的先生看到这个事情很惊讶。 

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她的先生跟他一起来了，然后每个礼拜一次，我跟他

们一起查经，一起祷告，大概一个月之后，她的太太全然的好了！ 

他说:我们的夫妇关系也好了，所以实在是感谢你。 

然后他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几位博士也有精神病，你能够医治他们吗？ 

我对他说: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说:我的弟弟以前是教师，有一天精神分裂了，现在只能在家休息，

你可以医治他吗？ 

我说:你叫他过来一下吧，当天深夜他就过来了…… 

是这么的着急，其实这样着急的人医治的效果是非常大的，他的精神病已经

过了三年了，所以我知道他的精神病是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我跟他讲的时候，没

有看到在他嫂子身上的果效。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事工很忙，一个礼拜是十三次聚会，所以我对他说:“你

真的要得医治吗？”他说，“我愿意。”“你信创造你的那位主会医治你吗？”他

说，“我信……”我看到他有一股信心，然后我说:“我没有办法整天照顾你，所

以我一个礼拜的十三次聚会，你都来参加，可以吗？”“有时是同样的信息要讲

好几次的，你都要听……”，他说，“可以。” 



然后他是两年这样跟着的，每个礼拜十三次，有时聚会完了跟我一起吃饭，

然后我又讲，两年过后……他的药量慢慢减少了。 

所以通常精神病人让他们继续跟着我们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事奉的人时间有

限，是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所以当他们持续跟着的时候，以前是常常听……虽然，

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但有一天，属灵的眼睛真的会打开，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能够享受神的能力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慢慢的就会自立起来了。 

 

8.5 持续帮助他确认神的同在和引导（约 14:16-20） 

所以，可以试试看，跟精神病人讲“神与你同在，你听得懂吗？”他必定会

说听得懂，但你绝对要认为他听不懂，所以马上要问:“那现在神是怎样与你同

在呢？今天早上九点神是怎样与你同在？中午十二点神是怎样你同在？”具体问

他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讲的！ 

所以，我们要像带小孩子一样，帮助他们一个一个的确认。 

“神现在怎样与你同在？你看，整个的宇宙万有是谁造的？”“是神造的！” 

“圣经说，《罗 1:20》神是借着万有向我们显明他与我们同在。你现在生命

的气息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神而来的吗？” 

“《歌罗西书 1:15-17》所以你的生命是藉着他而造，靠着他而立的，也是为

他而造的。靠他而立的意思，你知道吗？” 

要用圣经具体的话来问，“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的生命还有所有的万有是马

上会失去气息的，因为全都是靠他而立的，所以他现在是借着整个生命的气息来

与你同在的，所以你呼吸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要感觉到他的同在！”，“基督说:

你们要平安，你们要领受圣灵，所以在呼吸当中，在生命的气息当中，我们会感

觉到他的同在。” 

“基督用风来讲，虽然风是看不见的，但是借着东西的动，我们就会知道有

风，生命也是一样……” 

所以要用这样的话实际的来确认。 

然后，“以前你不认识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的话，现在都认识了，并且神的话

已经刻在你的心版上，所以神是借着他的话来与你同在，只要你愿意要听，马上

就会听得到……” 

“所以他会借着圣灵来感动你，借着圣灵来与你同在……”要具体的说明这

个同在。然后神是借着你生活现场所有的事情，人际关系来与你同在，让他们具

体的寻找，神是怎样与你们夫妇同在？怎样的引导你们？“你知道吗？”要让他

具体的寻找出来，这样的话，他的祷告会越来越清楚，这些都要具体的教导。 

 



8.6 帮助他寻找凡事谢恩，常常喜乐的理由（贴前 5:16-18，腓 4:4-7） 

重要的是让他们寻找这个理由，这是精神病人最难的地方。 

因为精神病人的共同点是不能感谢！有时候他们的理性是很清楚的，但总是

不能感谢！所以，帮助他寻找要感谢要喜乐的理由的过程当中，他的眼光会慢慢

的改变，凡事也会感恩。其实一个精神病人从真的能够感恩的那个时候开始，他

会得到释放的。 

心理的疾病也是一样的，很多的内疚、自卑，从能够感恩的时候开始会得到

医治的。 

 

8.7 要让病人了解，每当思想神的话，祷告，赞美的时候，圣灵运行的奥秘！ 

为什么信徒们都不懂得圣灵的同在？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都不了解什么

叫圣灵。 

为什么信徒不能享受神的应许？因为不知道圣灵。 

为什么信徒祷告的时候不能够享受与神对话？因为不了解圣灵。 

若一个人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会得到圣灵的感动，祷告的时候会得着圣灵的感

动，开始的时候忧愁、但唱诗歌的时候，马上就欢喜快乐起来了，如果得着了这

个的奥秘，那么他信仰生活里面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是

能够自养、自立、自传的。 

 

9. 首先重要的是事工者的信心和属灵的能力（徒 16:16-18） 

因为整个过程，是跟魔鬼撒旦的一个打仗，所以各位若真的想要祝福自己旁

边的配偶、儿女，还有你现在正在代祷的人，那么我们资料的信息不单是要学习，

还要实际的去经历，因为事工者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9.1 需要深信基督的能力必会完全医治的事工者 

事工者要完全跟保罗一样的心——相信基督的能力必会完全医治！ 

这样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事工者自己实际的借着基督得到释放多

少，是那个经历所带来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在我所遇到的有一些慕道者，或者有一些需要医治的人，我必定会先坚

固自己的信心，相信我现在所讲的话，只要他能听得懂，他马上就会变成亚伯拉

罕，那么他跟他的家门，还有整个后代的命运会改变，整本圣经所讲的信主的人

的见证会成为我的见证，然后我自己以前也是那么无用的人，常常动不动就惧怕，

现在是怎样享受了基督的能力，其实他的样子就是过去我的样子，所以只要他能

听得懂，得着那个的确据，他马上就会得到释放的。 



所以各位去传福音的时候，头一个要恢复的就是信心和权柄，有的人好像石

头一样，有的人好像是对牛弹琴一样的感觉，但是只要有一天他能听得懂，他也

会全然得到释放的，在这个方面的确据是非常重要的。 

 

9.2 拥有属灵的洞察力和能使用控制魔鬼的权柄的事工者 

当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单单看一个人，而是要看到他背后的，所以必

定要面对两个位格，比如各位现在面对自己有问题的儿子，那要怎样来医治他呢？

不是单单要面对儿子他一个人的力量，我们要面对的是两个力量。 

我们对慕道者传讲信息也是一样的，我们若要医治比较有问题的人，那么作

为事工者，不但要面对那个人，同时要面对现在正要控制他的那个另外的一个力

量！ 

所以我们自己的心里要好几次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撒旦，退出去！”“撒

旦，不准你控制他，现在就离开他！”“我奉主耶稣基督名命令你，即刻离开他！” 

我们必定要面对两个位格！ 

你要祝福人的时候，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的配偶的时候也是这样，总是要

命令蒙蔽他心眼的灵即刻离开他！真的赶过鬼的人会知道，原来有另外一个控制

人的那个力量。 

 

9.3 自己先装备十字架信息，神的应许，圣经的脉络和精意，与神交通和同行的

系统 

有装备的事工者，跟病人讲话的时候，能够按话题想起圣经的信息、圣经的

人物，是很有力量的。 

所以我们事工者是需要装备的，你若真的愿意祝福自己的家人，就要快快的

受装备，整本圣经是可以用十字架总论来分享的，要有这样的程度来受装备，看

圣经任何的书卷都能够按时的应用，我们可以看看保罗，他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传

讲信息，旧约圣经马上就能够应用出来。 

 

9.4 自己要享受定时，随时祷告，被圣灵充满，得着平安，喜乐和自由的能力 

我们自己越享受就越能看到旁边人的问题，所以整个事工里面最重要的是自

己，当自己能继续不断的得着平安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旁边的人不能够得平安，

不能够得自由的理由，然后给他答案。 

 

9.5 具备健康的身心灵，成熟的品格，足够的爱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话！所以，你千万千万要小心！不要教人怎样讲方言，因为



会很快的让人跑到神秘那里去——方言是神给的，不是我们学过来的。 

按手也是的——按手的观念也非常重要，通常一个人的生活，人际关系开始

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慢慢的得到了医治，恢复了健康的生活，是用了很健

康的方法，是正常的方法，是先用他的理性了解了神的话，然后信心建立起来，

也多经历了，之后感性也建立起来了，用这样正常的方法来得医治是正确的，这

样得医治的人慢慢的也会变成正常的事工者。 

有的人讲话太夸张，有的人在品德上实在是很差，领人信主，带领人一段日

子之后，就跟他借钱，然后不还给人家。所以事工者需要有很正常的想法，健康

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9.6 掌握神的时间表，靠主的带领安然的进行 

时间表在主的手中，所以，我们安危等候，这样的事工者不着急，甚至他的

情况不改变，也不灰心！因为相信神正在作工，所以会安然的继续的给他们盼望、

给他们力量，即使人是很软弱的，也会说神爱你，因为这是事实。特别是当我们

要祝福自己家人的时候，真的要安然——不要着急。 

 

9.7 要清楚了解神对病人家属的计划，先医治家属，并善用他们与他们配搭 

真正有智慧，有眼光的事工者，事工是绝对有优先程序的！ 

如果一个病人真的是听不懂的状态，先要从他的家人着手，因为一个病人有

的属灵问题，他的家属必定是同样的属灵背景，所以先要从一个比较能够听得懂

的，比较正常的人开始着手，让他了解这个福音、也享受这个福音，先眼睛打开

是最重要的。 

因为精神病人是听不懂的，所以精神病是要怎样开始医治呢？是从影响开始

的，怎样影响呢？感觉——好像有一个盼望、好像有一个期待、有喜乐的影响、

有平安的影响、有一个爱的影响，所以常常跟病人在一起的家属先要得医治是非

常重要的，然后绝对需要持续不断的给他们讲福音的信息。 

 

结 论 靠生命是活出来的能力！ 

 

其实这个资料的信息读出来是很容易的，但是每一句话都是通过经历才写出

来的！ 

虽然有些信息是重复的，但都需要各位继续不断的思想，因为这是我们自己

得自由，得平安，能够祝福我们所爱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牧师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通过信息发现，我们心灵的状态是很恶劣的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是常常学习，常常听道，终究不明白！所以我们不能享受主的能力，

不能享受主已经给我们的全然的自由和平安，也不能影响我们所爱的人！求主继

续的帮助我们，圣灵继续的浇灌我们，让我们得着使一个人的心灵得到医治的奥

秘，也让我们自己实际先经历，也常常享受主里面的平安，主里面的自由，来祝

福我们周围的人，主你继续的引导，引领我们！ 

主，你是我们得自由，得平安，得能力的来源，今日我们仍然要依靠你，我

们要继续不断地领受主的爱，我们愿意爱你，求主让我们能够多经历主，多依靠

主，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上时常能够看见主那美好的作为。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

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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