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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早在一九六七年就写了这本书。
家父早在一九六七年就写了这本书。
在那些年间，
在那些年间，许多重要的圣经真理透过本书的文字改变了很多的生命。
许多重要的圣经真理透过本书的文字改变了很多的生命。
然而一九六七年后，
然而一九六七年后，家父又得着更多关于属灵权柄的亮光。
家父又得着更多关于属灵权柄的亮光。他常说他希望这本
书还能把这些更进一步的看见包含进去。
书还能把这些更进一步的看见包含进去。
一九八四年时，
一九八四年时，为了纪念家父事奉五十周年，
为了纪念家父事奉五十周年，我们重编这本书，
我们重编这本书，并把他一直很
想加进去的信息编了进去。
想加进去的信息编了进去。我们在此很荣幸能与您，
我们在此很荣幸能与您，我们忠实的伙伴及朋友分
享这本扩版新编的书。
享这本扩版新编的书。

作者简介
甘坚信在17岁时曾因心脏病和不治的血病而差点去世
甘坚信在 岁时曾因心脏病和不治的血病而差点去世。
岁时曾因心脏病和不治的血病而差点去世。但神却奇妙地医治了他
并延续他50年的事奉生命
并延续他 年的事奉生命。
年的事奉生命。今天，
今天，甘坚信的事工是世界性的。
甘坚信的事工是世界性的。他的福音广播电
台 “信心空中神学
信心空中神学”广播到全美国及超过
广播到全美国及超过80个国家
其他外展工作包括：免费的
信心空中神学 广播到全美国及超过 个国家．
个国家．其他外展工作包括：
月刊——信心的话语
信心的话语；
月刊
信心的话语；在美国各地举办的信心布道大会；
在美国各地举办的信心布道大会； RHEMA 函授圣经学
院；RHEMA 圣经学院；
圣经学院；RHRKA 国际事工，
国际事工，及监狱事展工作。
及监狱事展工作。
前言
回想一九四〇
我们是否拥有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
回想一九四〇间，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拥有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
——也就是未曾发现的
也就是未曾发现的——也没有被用过的权柄呢
也没有被用过的权柄呢？
也就是未曾发现的
也没有被用过的权柄呢？
在此之前曾我曾有一次对属灵的权柄惊鸿一瞥。
在此之前曾我曾有一次对属灵的权柄惊鸿一瞥。我与别人一样在无意间使用了
权柄而却未曾了解我在做什么，
权柄而却未曾了解我在做什么，我自问：
我自问： “神的灵在告诉我一些事吗
神的灵在告诉我一些事吗？
于是我
神的灵在告诉我一些事吗？ ”于是我
开始循此钻研下去，
我就开始看到越来越多亮
开始循此钻研下去，也依这条路线去思想和领受——我就开始看到越来越多亮
也依这条路线去思想和领受
光。
一篇在五旬节福音中的文章促使我去研究“能力
权柄”二字
一篇在五旬节福音中的文章促使我去研究 能力”和
能力 和“权柄
权柄 二字．
二字．然后我偶然读
到了约翰麦米门
所写的一本很棒
到了约翰麦米门(John A. Millan)所
写的一本很棒的小册子叫信
小册子叫信徒的权柄，
的权柄，作者
Weekly)（
是一位
（他的小册子
是一位到中国的宜教士
到中国的宜教士，
宜教士，他后来出
他后来出版了联合
版了联合周刊
联合周刊(Alliance
周刊
他的小册子
前几年重新出
年重新出版，在宾夕凡尼亚州坎山市基督教出版
宾夕凡尼亚州坎山市基督教出版社有售 ）。

我研究的结果
我研究的结果，
结果，得到一个结论
得到一个结论是我们
结论是我们—即教
是我们 即教会一一拥有在地
即教会一一拥有在地上
会一一拥有在地上的权柄，
的权柄，但我们
从不知道，
也没有运
不知道，——也没有
也没有运用它。
我们当
我们当中有些人仅仅碰
中有些人仅仅碰到这权柄的
仅仅碰到这权柄的边缘
到这权柄的边缘，
边缘，但在耶稣再
但在耶稣再来之前
耶稣再来之前，
来之前，
将会有许许多多认识
会有许许多多认识自己权柄的信
认识自己权柄的信徒兴起
自己权柄的信徒兴起。
徒兴起。他们知道自己所
他们知道自己所拥有的，
拥有的，
并且尽神要他们
且尽神要他们尽
神要他们尽的本分。
的本分。

第一章 两种真理
两种真理

“…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17：17

耶稣向父神祈祷，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有两种真理，就是：以神的话为基本的
真理及我们感官告诉我们的感官知识真理。

凭感官知识真理而活也是正确的，只要不违背圣经的真理。不过，活在肉身中的我们，
早已习惯相信肉身所告诉我们的，便难以转为生活在神的话语的真理上。

许多年前，我为一位患了风湿症多年的老先生祈祷，我为他按手并祷告之后，主医治了
他。大约八个月之后，我到市镇去时，我碰巧遇见他在一块空地上观察乳牛。

当他开始挺起腰时，他抓着背部，不能移动。最后他终于挺起背说：“哎哟，哦…我…我
的风湿回来了。”

我说：“弟兄，我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你。”

他回答说：“唔，我也曾想他是医治了我，不过，其实可能没有。前天，当我挤牛奶的时
候，我的手一阵疼 痛，然后蔓延到我的手臂、肩膀，直到我的背。从那时起，我的手臂僵了，
并且非常疼痛。我的背也痛。我俯身却不能挺直。自从去年一月你为我祈祷后，直到那 时，
我没有疼痛或其他病症。”

我问他患了风湿症多久了，他回答说：“差不多三十年了。”

我问他：“在这三十年间，你有没有连续八个月内没有疼痛或其他病症。”
“没有。”他说：“我每天都需要吃药止痛。我看遍了这儿附近各市镇的医生，但没有人能
真正医治我。我只能够吃些药止痛，使我好过些。”

我对他说：“这不是有些奇怪吗?这些病症与疼痛在我奉耶稣的名字为你按手时消失了，
并且八个月之久，没 有任何疼痛。你看，主确实医治了你。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
你第一次疼痛时，你便说：‘我以为我已经得医治了，但可能并没有。’你就这样向魔鬼敞开 了
门，以致它可以再一次回头攻击你。”

我与他谈了一会儿，教导他务要抵挡再回来的疼痛，因为那是从魔鬼来的。圣经上记着：
“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4：7)当我再次为他祷告时，他所有的疼痛便
离开了。

自此以后，我在当地牧养教会的四年当中，他的风湿症再也没有发作过。

这次是藉着教导神的话，来帮助那人重得医治，并保守他。我曾经为他祷告，并且他已
得到释放。可是，他后来失去了他的医治。当我在次以神的话教导他时，便将信心注入在他
的生命中，并指示他有关多马的信心与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同之处。分别就是以外在证据为基
础的信心，和以神所说的话为基础的信心。

有很多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受过教训的人，他们只寻找一些能为他们作信心祷告的人。信
心的祈祷可能暂时释放他们，但“不信”最终会抵消祈祷的果效。正如那位患风湿症的人所经
历的。信心的祈祷暂时将他从风湿症中释放出来，但“不信”最终使祷告的果效消失。

留意我第二次为他祈祷的时候，不能照着第一次祷告的基础使他得医治。在第一次使他
得医治的时候，我并没 有作任何教导。(当时他后退多年，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只为他
按手祷告。但在第二次为他祈祷之前，我必须先教导他，方能使他得释放。这次，他开始运
用 信心，紧抓着他得了医治的事实，而这一次的医治是持久的。

有很多人批评大型聚会中的医治，因为有很多人的医治并不长久。这是真实的，因为当
群众的信心存在时，人可以暂时得着帮助。但是，要维持这些医治，人们便要继续在神的话
语上得着喂养。

有一位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全备福音派女传道人，她的身体有毛病，以致她的头侧向一面。
专科医生告诉她，那是她的神经萎缩所致，没有药可治。他们警告她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并
嘱咐她预备在六个月内便会全身瘫痪。

她与丈夫便乘火车，去参加一个神医治的聚会。她立即得了痊愈，往后的八至十个月内
完全没有复发。后来，这毛病又出现了。

我到她所住那区主持一个聚会，她也在聚会中。当她坐着听道时，便明白为什么会失去
她的医治。她调整她的信心，并接受祈祷。我们为她按手，她立刻得释放。二十年后仍然无
恙。可见人得到适当的教导是多么重要。

有人曾经对我说：“甘坚信弟兄，我非常喜欢你的录音带。我去年从一位布道家的祈祷中
得到医治，但又失去了。自从听了你的录音带，和神话语的教导，我得回我的医治，并保持
它。”

很多人就像那位先生对我说：“我当时以为神医治了我，但我猜想也许没有。我相信如果
神要做某些事情，一定会做成。如果神医治你，你便是得了医治，不会失去的。”

但是，在启示录中，耶稣在拔摩海岛上，在异象中向约翰显现，叫他向其中一间教会说：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启示录3：11)

在这个情况中，他是说：“你要持守你的医治。你有你需要付出的一份。因为每一场战争，
每一次胜利，有人 要付出的一面和神作工的一面。神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但他同时
告诉他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申命记11：24)。他主要 说：‘我会将
它赐给你们，但你们要攻占它。’”
“信”是一个动词——一个有行动的词。以圣经的意思来看，“信”就是“接受”或“拿取”。相
信耶稣就是接受圣经所宣告有关他的一切：
相信他是救主，
就是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相信
信耶稣就是接受圣经所宣告有关他的一切
：相信他是救主
，就是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
他是医治者，就是接受他成为你的医治者。

一个人可以说：“我相信救恩。”但却没有得救。他可以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仍然死后下地狱。他可以说：“我相信重生是合乎圣经的。”但却从未真正得到新生命。

同样地，你可以说：“我相信神的医治。”因为你看到有人得医治，或者你曾在圣经上读
过。但这并不等于你接受了医治。你同样要接受耶稣为你的医治者。

相信是跟意志有关的。约书亚说：“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
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在启示录22章17节，我们读到：“……愿意的，都可以
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相信就是依照神的话去做。
怀疑”就是拒绝按照神的
相信就是依照神的话去做。所以“信心
所以 信心”是按照神的话行事
信心 是按照神的话行事，
是按照神的话行事，而“怀疑
怀疑 就是拒绝按照神的
话行事。
话行事

我们已讨论过，现存的共有两种不同的真理：属血气的；或从神的话启示而来的真理。
我们可以称后者为圣经真理或启示性的真理，或属灵的真理。

属灵的事与物质的事同样真实。因为神就是灵，他创造整个物质世界。当这个肉身死后，
进入坟墓，便归于尘土，然而属“灵”的人仍然存活。

透过感官——透过血肉之躯——人便知道他有 病和疼痛不适。但神的话告诉我们：“他
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8：17)，以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使得了医
治。”(彼得前书2：24)。

神的话是否每句都同样真实?在你生病之时，健康之时，是否同样正确?

如果你相信你的肉身所指示你的，你便会说：“我并没有得医治，我仍然生病。”但是，
你相信神的话，你便能够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

第二章 两种信心
两种信心

圣经记载两种不同的信心：一种是“多马的信心”；另一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所有的是属灵的信心——从心发出的信心
从心发出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多马的却是自然界的，
所有的是属灵的信心
从心发出的信心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属人的信心。每一个人(无论得救与否)都拥有这种自然界的、属人的信心。

多马的信心单单建立在外在的证据上。他只相信他眼所能见的，却不是神的话语。

约翰福音20：24至29
24：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25：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
探
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26：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
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27：就对 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28：多马说：“我的主!我的
神!”29：耶稣对他说：“你因看 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另一方面，如果亚伯拉罕行事只凭眼见，及按照他的感官所指示，那么他永远不会得着
神所应许的。

普通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九十九岁的老翁与一个九十岁的老妇没有可能孕育孩子。但是
亚伯拉罕得着神的应许，他要成为“多国的父”，而他也相信神的应许。

罗马书四：17至21
17：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我 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18：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
作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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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20：并且仰望神的应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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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能作成。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根据神的话，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不相信肉眼所
见的；也不相信他的感官。他的信心只基于神的应许。

以现代的话语，我们可以说：“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将会成为多国的父时，虽然那时亚伯
拉罕与他的妻子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但亚伯拉罕眼也不眨一下就接受了。因为他知道在神
没有难成的事。他可以作任何事。因此亚伯拉罕确认神能够作到，他会完成他所应允的一切。”

亚伯拉罕的祝福也属于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加拉太书3：14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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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的祝福有三部分：属灵的、肉身的及物质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说：(这也就
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们可以选择祝福或咒诅。

祝福包括属灵的祝福，肉身的祝福(健康与医治)，及物质的祝福(经济丰裕)。

咒诅包括疾病、贫穷等等。但信徒不是受咒诅的，因为加拉太书3：13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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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节又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祝福应该属于我们 !又因为我们属乎基督，‘就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这表示我们是承受祝福的。这儿再出现“应许”二字，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相信的——应许。
因此，倘若我们属乎基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
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

我们得着祝福的途径，就如亚伯拉罕得着他部分祝福的途径——因着信。但你不能靠着
多马式的信心得到，乃是靠着亚伯拉罕式的信心而得着!

很多人试图用多马式、感官性信心去得着亚伯拉罕的福气。他们若看不见，就不相信。
他们只相信眼所能见、耳所能听、或肉身所能感受的事。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他们的感觉上。
如果他们感觉有些东西，他们便相信他们得着了。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感觉到什么，他们便
不相信已经得着。

当有些人感觉到自己已经得救，便相信自己是得救的。对于祈祷得答应也是如是。很多
时候，人得不着祈祷的答应，或得不着医治，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外在的确据，或感官
的认知上。

有人会说：“我感到神好像听了我的祷告。”他们如此想，只因为他们感觉好一点，并且
在灵里高昂。这便是 神听他祷告的表征。不过，神听人的祈祷不单是我们觉得他会听，乃是
因为我们相信因为他在圣经上记着：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
们。”(约翰福音15：16)。

当然，我们向神祈祷，与他沟通，不会不感觉很美好。但单单因为我们感觉美好
单单因为我们感觉美好，
单单因为我们感觉美好，或得
着属灵的祝福，
并不表示那祷告蒙应允。
着属灵的祝福
，并不表示那祷告蒙应允
。

多少次，我在祷告之后，感觉非常好，以为神已经听下我的祈祷。但是，他并没有。不
当我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无论感受如何
无论感受如何——只要持守他的应许
只要持守他的应许，
过，当我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当我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无论感受如何
只要持守他的应许
，神的应允便来

临。

人性有两部分：一个里面的人，一个外面的人。里面的人就是人的灵。外面的人就是肉
身，用心相信，就是里面相信，即里面的人相信。若人的信心放在物质的确据上，就只是从
人的观点来信——以外面的人来相信。

无论物质的确据如何，
只相信神的话。
真心相信神就是——心灵的信——无论物质的确据如何
无论物质的确据如何
，只相信神的话
。只有透过里面
的人相信，
才能够使信心彰显在外面的人身上。
的人相信
，才能够使信心彰显在外面的人身上
。

很多人的烦恼是他们在里面相信之前，希望在外面有所彰显。但这是行不通的。这些人
是让他们的肉体(他们的感官)控制他们，宁愿相信外面的人(即他们的肉体)所告诉他们的，而
不愿相信神的话。

一个寻求医治的人，眼目应该放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他的病症。他应该说：“我知道我
已经得医治，因为圣经记着‘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医治。’”

除非你心里相信，否则光说这话对你没有好处。如果你心里相信，口里宣讲，便可成就：
“……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马可福音11：23)。

韦高斯和夫曾说：“我行事不是凭眼见。我行事不是凭感觉。我行事乃是凭我所信的。”
这也是亚伯拉罕的方式。但是，多马却不同，他说：“除非我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否则我不
会相信。”
很多人把神的话放在他们生命的第二位，反而将他们的身体 (外在感官所在的躯壳)放在
第一位。我们不能如此做，总要凭信心行事。
保罗说：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7)。眼见是其中
的一样感官。保罗还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
了。”(哥林多前书9：27)。

请注意保罗所说：“我是攻克己身。”“我”就是里面的人——那个真正的保罗——从神而
如
生的内在的人。保罗说：“叫身…”，你的身体不是真正的你，那只是你所居住的房屋。
果你的身体就是你，保罗就会说：“叫自己服我。”而他却说：“叫身服我。”另一说法，就是
他不让身体管辖他；他不让他的感官控制他。保罗所说的与在多个世纪之后的韦高斯和夫所
说的完全相同，只是所用的用词句不同而已。

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层面，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多。有些人以为他们是圣洁的，向神分
别为圣，因为他们严谨遵行律例和诫命。然而，他们却是人群中最属乎血气的：他们的身体
常常控制他们，而往往比别人更小信。

他们生活在感官的范畴，而不是在属灵与信心的层面。从外表来看，他们谨守规条，然
而，他们却有一个卑鄙、丑恶的灵——以及长舌。

我也曾认识一些人，他们没有守太多的规则与律例，但他们却有最美好的灵性。能够与

他们相交，真是一种福气。

如果你将你的感觉放在第一位，也就是将你的身体放在第一位，因为感觉就是身体的表
彰。你若有怀疑，请试试在凌晨一时被电话吵醒，赶忙接听之时，又撞伤了脚趾，这时你就
会明白感觉就是身体的呼声了!

很多人将他们的感觉放在第一位，他们凭感觉的信心放在第二位，然后将神的话放在最
末的位置上。请将这个次序倒置过来!将神的话放在第一位
将神的话放在第一位，
对神话语的信心放第二位，
将神的话放在第一位
，对神话语的信心放第二位
，最后
才是你的感觉。
才是你的感觉
。

请记着：“感觉”是“身体”的声音；“理性”是“魂”的声音；然而，“良心”却是“灵”的表彰。

以理性行事，而不是仰赖神的话，即是相信人的能力而不信神的话。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行事一定要按照理性行事，但我所指的乃是当人的理性违背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同样的情形。理性会认为一个九十九岁的老翁，与一个九十岁
的老妇没有可能生育孩子。但是神却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他对亚伯拉罕说：“我将你的
名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即：“多国的父”。

以理性行事是正确的，只要没有违背神的话。但当理性与神的话相违背的时候，行事便
要按照神的话而不是理性了。

按照理性而行，却不按照神的话而行，这是相信人过于相信神。圣经上记着：“依靠人血
肉的膀臂……那人有祸了！”(耶利米书17：5)。我们应当依靠神的话。

就救恩而言，也是一样。有一位妇女曾经在我其中的一个聚会中，这样作见证：“我知道
我已 经得救，因为我为罪悔改，也放弃了一切不良的习惯。”她说她已经得救，与她说她已
经登陆月球，同样没有证据。为什么?因为她将救恩建立在她的行为上，而不 是在耶稣的作
为上。她一句也没有提及耶稣。

问题就此出现了：“那么一个人是否已经悔改，却仍然未得救呢?”倘若那只是他所到的地
步，答案是肯定的。

当我牧养第一间教会的时候，我最大的发现，就是在一天晚上，全教会中最好的人走到
台前接受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我曾多次探访，知道他有祈祷、读经、每餐谢饭。

他那年青的儿子(比我小几岁)告诉我：“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父亲说脏话，我们从没
有听过他说不良的笑话，也没有听过他与妈妈吵嘴。”然而，他有这么多的美德，却不是基督
徒。

在他信主之后，我告诉他我从前以为他已经得救。他说：“没有。我从未得救。我母亲是
古老的圣洁会教徒， 我常常受她的教导。她非常严厉。我一生中从没有参加过球赛，或看过
电影。如果我违反我母亲的教导，我会立即悔改，并说：‘神饶恕我。’但是，直到现在，我 从

没有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我也没有凭信心接受他。”
他为恶行懊悔并没有使他得救。这就如你与你的邻舍、朋友或配偶吵架后便说：“对不起，
我悔改，请你原谅我。”这并不表示你已经得救，只表示你为那次吵架懊悔而已。

那位作见证的女士，说她已经得救，因为她悔改，并放弃一切不良的习惯，这是没有圣
经根据的得救。她依赖外在的证据，而不是神的道。

我们决志信主的见证，要基于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
里复活，就必得救。”得救来自亚伯拉罕式的信心——从心发出，属灵的信心——建立在神话
语上的信心，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证据上。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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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信

不信有两种：第一种，是因没有知识而不信。

圣经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17)。那些从没
有听过道的 人，没有知识，因此他们也无信从。很多人不相信属灵的事，因为他们不知道神
话语的教导。例如，很多人对“圣灵充满”完全无知，只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话。要 医治这种
不信，当然只有靠认识神的道。

第二种不信，在希伯来书4：6提及：“…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这是指着以色列的 子民而言。他们不能推诿是因为无知，所以是无辜的。因为神已经告诉他
们要进入并得迦南地。并且，他们曾经派探子进入迦南地，探子回报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正
如神所应许的一样。

希伯来书4：11警告我们：“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
了。”以色列的子民知道神所说的话，但他们不愿顺服。他们的罪是“不信从”，也就是圣经所
说的“不信”。他们认识神的话，但他们却不按照而行，他们不愿意让神的话管治他们。

今天，许多基督徒是这种不信的人。他们不愿意让神的话管治他们的生命，不愿意按照
知识而行。很多人明知神话语如何教导，却拒绝按照而行。

相信是一种意志的行动。人若愿意，是可以照着神的话行事的。不信从是对神话语不肯
顺服的态度。

因此，不信是(一)：对神的话无知；或(二)不肯信从神的话。第一种的对症药物是知识；
第二种是顺服。

在处理不信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顾及另一种相类似的情况：“思想认同”，那些在
思想上同意的人，只相信他所看见或感觉到的事。

我认为“思想认同”是信心的大敌中最隐藏的。这听起来很有宗教意味。那些在思想上认

同的人甚至会这样说：“我相信圣经的启示。”也会说：“我也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而争辩。”
然而，他却拒绝按神的话而行。

怎样才能分别出一个人是真心相信，或只是“思想认同”呢?那只在思想上同意的人会承认
圣经是真的，但却不遵之而行。

信心是按照神的话而行。

一方面宣告神的道是真实的——告诉人神不能，也不会在危难时不顾我们——但另一面
却向世界寻求帮助，这事是非常严重的。这是开门让敌人蒙骗，并击败我们。因为圣经记着
说：撤但是这世界的神。
“思想认同”者是处于一个死亡的陷阱中。因为神不能触摸他，但撒但却可以进入他里面，
所以他会丧失他在基督里的特权。

当一切顺利时，我们很容易宣告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但危机来临时又如何呢?当生命中的
风暴袭击时，又如何 呢?神的道在艰难时，是否如同风调雨顺时一样真实?“思想认同”者在一
切美好的时候会说：“神不会失败，他的话是真的。”但他只是同意，而不是真的相信。 他以
为自己相信，但实际却是不信。

如果我们是真的相信神的话，无论处于逆境或顺境，仍然安稳。我们甚至可以在阴霾满
布之时嘻笑。

纵然家空物净，我们可以欢笑。纵然襄空如也，我们仍可以欢笑。我们不被搅扰，因为
我们认识神的话。

当我们的银行存折上载着丰厚的存款，又有很好的银行信用，会很容易说：“赞美主，他
供给我一切需要，我感觉我可以事事信靠他。”但当银行存款用光了，存折也没有钱，而一堆
的账单却摆在面前，则会是另一光景了。

在此时，“思想认同”者便会回到“多马”那样的信心，凭眼见而行事。他看到需要存在，
行事便凭他所见。

很久以前，我已经学会向着缺乏与需要说：“我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
7记着：“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与韦高斯和夫说同样的话：“我行事
不凭我眼所见。我行事不凭我的感觉。我行事只凭我所信的。我相信神的话。”

神说：“我的神……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4：19)神又说：“耶和华是我
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篇23：1)我很喜欢这一句：“我必不至缺乏。”我相信神。

关于医治一事，情况也是一样。对一些病症，你可以容易相信得医治，但当你身感痛楚
时，可能不再容易相信了。但神的话是否同样真实呢?神的话在你身体有不适之时与你身体健
康时，不是一样吗?

如果我凭眼见行事——靠我的感官而决定——我便会说：“我不舒服，我没有得医治。”
但凭信心而行事，我知道因耶稣的名字，我已经得医治。

因此，多马式的信心与思想认同是孪生儿。

我喜欢套用保罗的一些话语作为我的宣言，在我的一生中，常常如此。我用来向撒但、
向主、以及向自己宣告。

当保罗往罗马途中，遇着船破，全船所有的人都没有可以获救的指望。在这绝望的环境
里，保罗说：“我所属 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使徒行传27：23)他接着说
出天使向他所说的话，就是如果船上的人都听从保罗所说的，每一个人都会获救。最 后，他
总结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天使所带来
的神的话语。我们的圣经与那话语同样肯定。因此，根据圣经上 的话语，我使用同样的结论：
“所以众位，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这与亚伯拉罕所行的完全一样。他相信神对他所说的一切。换言之，他与保罗同样的宣
告：“所以众位，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另一方面，多马却不如此相信。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他的反应却是：“我不相信。”
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约
翰福音20：25)。

我们的信心务要像亚伯拉罕，因为我们是他的后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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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3：14)圣经也记着说：“所以你
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3：7)我们的信心本于神的话。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有如保罗船破的经历。在那些暴风雨中，如果我们
行事为人是凭感觉的，就会以为主已经丢弃我们，而全然绝望。但我们要知道他并没有丢弃
我们，因为他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5)。

在我们生命的风暴中，我们可以说：“所以众位，我相信神。”

第四章 信心大敌
信心大敌

“你要为真道(信心)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
作了那美好的见证。”
——提摩太前书6：12
在这一章里，我们会看看什么是信心的拦阻。如果信心 (真道)没有大敌，便不用打那美

好的仗。但这些大敌，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大部份人在自然领域中找寻敌人，但它们并
不属这个领域。

圣经在罗马书10：17记着：“信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的
最大障碍是缺乏对神话语的认识。因为信道是从听神的话来的，所有信心的大敌，或多或少
总与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有关。

如果你认识神的话，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在你的生命中作工，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
你若听过神的话，便有信心。

一般人祈祷求信心，但信心只是从听神的话而来。如果你可以凭祷告得信心，那么罗马
书10：17

节便不真实了。人若要从祷告得信心，便是妄想从别的途径来支取那只有从神的话而来的东
西。

另一个信心的大敌，是那“自觉不配”的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打这一仗。“自觉不配”
的意识与“缺乏信心”的意识常常走在一起。这两者可能是魔鬼最狡猾、又最危险的武器。

对于这些感觉，在神的话语中，可以找到答案。答案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你配得。

神不会因为你个人的价值而医治你或以圣灵为你施洗。如果神如此行，世上便没有一个
人可以得到这些福份，因为没有一个人凭自己配受神的祝福。

很多基督徒因为不认识神的话，便容让“不配’，的感觉击败他们。有人告诉我，他们一
定不可以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不够好——他们不配。在为人祷告得医治的时候，我也多次
遇上相同的问题。

问题在于人从自然的观点看自己。他很清楚自己的缺点、错误、毛病及失败。他只从自
然的角度看自己，而不是从圣经的角度
从圣经的角度(即神的观点
即神的观点)来看自己
来看自己。
从圣经的角度
即神的观点
来看自己

五十年前，我仍是个年青人的时候，我为这问题挣扎良久。我自以为是谦卑，却不知道只
是愚拙。我想自己是软弱不配的。虽然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真实，但却不合乎圣经。

圣经记着：“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诗篇119：130。一旦你的灵有了亮光，
它便不会被 挪移，虽然魔鬼会千方百计使你混淆。它会阻止你行在光明中，它甚至会告诉你：
“不错，信心的祷告是有效的。但你却不够完美，所以你不能发出信心的祷告。你 太不配了。”
它在我卧病在床的时候，便如此愚弄我。因着无知，我同意它的说法，以致卧床多月。

若有人在基督里，
但当我读到哥林多后书5：17节，我却有了不同的结论：“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
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

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提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
的……”(以弗所书2：10)。不是我们使自己成为新造的人，乃是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弗
所书4章24节继续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于是，我问自己：“神曾否造一个不配的新人?他会不会造一个不配站立在他面前的新人?”

因此我发现我的错误。我没有相信圣经所描写的我——真我，那个里面的人——而只是
看到外表的人及身体的软弱。我以自己的判断取代神的判断。我知道神不会造一些不配的新
人。若是如此，便是轻看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价值在于基督耶稣。在他里面比什么都
好。神就是如此看我：在主里面。他并不真的看我，乃是看到耶稣，以及看见我在耶稣里面。
正如前面所引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当我明白这个真理，我的信心便得释放，跃了一大步，并且有了信心接受肉身的医治。

你的价值在于公义的基督耶稣。他是公义的。你在他里面，便成为神的义了。“神使那无
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21)。

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便成为神的义了。因此，不配的意识就是否定基督耶稣代替我
们所献的祭，否定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也否定他赐给我们的，在父神面前有基督的公义。

神的话可以帮助你除去这种不配的意识。除去之后那缺乏信心的意识也会离去。这是敌
人用来折磨你的双重武器，为要夺去基督已经赐予你的福份。

信心的另一个大敌——也是许多基督徒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以别的代替信心，他们
试图以希望或思想认同来代替信心。
人们常常说：“呀!我希望如此如此，也为此祷告……”有一个人在他的朋友开始启程之前，
这样对他说：“我希望你会有一个平安的旅程，我会为此祈祷。”他的祷告一定徒然，因为他
是凭希望而作。圣经从没有一处记载说，神会听希望的祷告。圣经所记的，是信心的祈祷。“出
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雅各书5：15)。如果雅各所指的是希望的祈祷，那么我们全都
能自动地见到成效，因为希望是人类的自然反应。

耶稣教导我们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
可福音11：24)。相信——而不是希望——你就会得着。
我们需要时常提醒人们这事，因为人会很容易遗忘返回自然。彼得写道：“……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诚实的 心。”(彼得后书3：1)他要提醒他们，自己先前所教导的事，知道人需要被激
发，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希望就是人类自然的反应。你可以叫希望为 “信”，但却不会
使它变为信，正如你称一架“福特 T 型”的汽车做飞机，它也不会变成一架飞机。

你也可以说：“我相信神会在我生命中做一些事。我相信他将会医治我。我相信神有一日
会听并答应我的祈祷。”这是希望，不是信心。你可以叫它做信心，但这仍是希望，因为你寄
望将来。

信心是现在的。
信心是现在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现在已为我们作工：“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1：3)福气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
给我们了。神不用再作什么，因为工已经完成了。

虽然医治彰显在身体上，但实际却是属灵福气，因为这是属灵的医治。神将来不会医治
你的身体，他不会再作什么来医治你。他已经完成他的工，再也不会多作什么，因为他已经
将疾病与痛苦放在耶稣身上。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已经得医治。”

运用你的信心配合神的话语，放弃希望，现在便开始相信，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医
治。不因为你所感觉或所看见，乃是因为神的话语如此说。所以，现在开始宣告：“根据他的
话语，我已经得医治。”

如果有人问你感觉如何，用神的话语回复他，而不是根据自然的反应。我们行事为人是
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
这就是我打败魔鬼的方法，使我得医治，而不再是一个垂死的少年。我说：“根据神的话，我
已经得医治。”我从没有说一句关于感觉的话。人们会说：“你看来连一步也走不动。”他们不
知道我的感觉也是如此。然而，我的身体得医治却成为事实，得着彰显乃是因着我的信心。

我很喜欢希伯来书11：1所记载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希望不能带来事实，但信
却将所希望的事情，变为事实。换句话说，就是你的信心使你身上的医治成为事实。这事实
已经存在于属灵的领域，你却要使它彰显在这个物质的领域，成为可以感觉可见到的。信就
是使它变成实质。

有一位九岁大的男孩得医治，这是非常美好的事例，证明立在神的话语上的信心，能面
对表面上无望的情况。三位医生，其中两位是专科，都诊断说他会死亡。他们说：“我们已经
尽了力，在医学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这个男孩的两个肾已失去功能，他的死亡只是
迟早问题。”

孩子的父亲既没有说话，也没有激动，医生以为他们太难过，以致不能言语，于是再重
复他所说的，并立下结论说：“你们的孩子很快便会死了。”

他们却冷静地说：“医生，不会的。他不会死的。神的话在马太福音8：17节说：‘他代替
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孩子会活下去的。”

那小孩子住在深切治疗室，母亲每天早晨可以人房陪他十分钟，而父亲晚上去看他一会。

父亲对那男孩说：“孩子啊，如果你睡不着，整夜背诵马太福音8：17节的经文，并且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代替我的软弱，担当我的疾病。因他受的鞭伤，我
已经得医治。’”这样连续三晚不停，那孩子痊愈了，并且回家去了。
他的父母后来作见证说：“甘坚信弟兄，我们如果没有在你的聚会中，得到神话语的教导，
我们便无法做到。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他。但感谢神!我们知道如何在黑暗的日子，站稳在他的
话语上。”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这对父母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充分得到神话语的扶持。他们的信心
建立在正确的位置上：不在他们肉体的感官；也不在他们周围的环境；而是在神的话语上。

另一个信心大敌是疑惑。雅各书1：6、7节警告人们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象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疑惑的信心没有果效。一定要站立得稳，不可疑惑。我很早就已经学了这功课：“我相信、
我接受。”并且坚定不移。我抓紧这宣告。

最大的战争不是发生在空中、海上，或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而是在人的心灵里。

在我痊愈之后，曾经有一些警报性的心脏病病症企图回到我的身上。魔鬼提醒我，那些
医生判断有关我心脏的状况。我知道那些病症是死亡的先兆，我却一步也不退让。我没有与
任何人谈这个问题，而魔鬼却不断对我说：“你不会成功的，你快要死了。记着医生的话。”

我独自一人，将圣经放在地上，并且站在圣经上面。然后我说：“主，我知道我身体站在
圣经上，不会有什么 好处，但我只想阐明一件事，就是我要站在你的话语上，决不疑惑。也
不动摇。我实实在在用身体表示，在我里面，我的灵也是站在神的话语上。圣经记着：‘……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相信!我接受!我今天宣告；
昨天宣告；明天也要宣告。我在魔鬼及地狱的众污鬼面前宣讲、我 相信!我接受!我在父神、
圣子、圣灵及众天使天军面前也是如此宣告：我相信!我接受!经上记着说：
：‘你的话语永远安
你的话语永远安
定在天。
神永不失败。”
定在天
。’神永不失败
神永不失败

然后我拾起我的圣经，将它挟在腋下——接着我身体上的病症一一消失了。我拒绝疑惑。
疑惑的信心是使你生命的战争失败的大敌。

我们时常问为什么要相信神是这样难，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12所写的：“为真道打那
美好的 仗。”原因是因为我们被这世界的抗衡力量所包围。这个世界是被撒但所掌管的，他
是一切公义的敌人。保罗称他为世界的王，空中掌权者。我们居住在撒但不真实 的世界里，
被不信的潮流所包围，这潮流如此潜藏，以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控制。

这些不信的潮流常常存在，只有少数人能突破。例如，相信神在经济上的供应，是持续
的战争，尤其是我们沉浸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相信在基督里可以战胜罪恶，也是跟黑暗势
力的一场不止息的战争。要相信在神能得到身体的医治，也是跟人们历来对医药的信任挑战。

因此，我们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很容易就将信心建立在外表的明证上，而不是在神
的话语上。但这是信心的大敌，就如多马一般。

圣经所记的信心，就如亚伯拉罕的信心。加拉太书3：7如此写着：“…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信心就是相信那未见之事。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
福了。”(约翰福音20：29)。
信心使未见之事成事实。希伯来书11：1可以翻译成为：“信心使未见之事成为实质之事。”
某译本将之译为：
信心接纳感官上未察觉的事为事实。
：“信心接纳感官上未察觉的事为事实
信心接纳感官上未察觉的事为事实
。”

信心将希望变为事实。信心能抗衡恶劣的环境。外在感官，外在的人，自然的思想，(没
有被神的话更新)，就会宣告不可能这样，不会如此?但信心可以在一切冲击之上喊：“确实如
此。”信心是在神行动之前已经接受。

圣经这样形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罗
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马书4：17)在神行动之前已经接受，会带出神的行动。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而他行事是以信
为本。
为本。我们是信心的儿女，
我们是信心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凭信心而活。
我们需要凭信心而活。我们是凭信心领受
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
。
耶稣在马可福音11：24——那信心的经典教导——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If you wander off too far
如果你游离太远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
If you follow the wrong star
如果你跟错了星星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将带你回家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如果你终是发现自己
Lost and all alone
迷失而孤独
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think of me
那就回来吧且想想我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Boy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孩子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
If the bright lights blinds your eyes
如果炫目的光芒刺伤你的眼睛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
If your troubles break your stride
如果困难阻断了你的前行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
I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如果你终是发现自己
Lost and all alone
迷失而孤独
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think of me
那就回来吧且想想我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Boy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孩子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
If you ever feel ashame
如果你终觉得羞辱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
If its only you to blame
如果你终被责怪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如果你终是发现自己
Lost and all alone
迷失而孤独
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think of me
那就回来吧且想想我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Boy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孩子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如果你终是发现自己
Lost and all alone
迷失而孤独
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think of me
那就回来吧且想想我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Boy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孩子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我的爱会带你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