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醫治與更新』課程簡介與進度表
疾病的纏身，累積歲月的傷害，罪中的打轉，或許是你或周圍親朋的寫照,
正在等候醫治的神蹟臨到嗎？或是願意成為醫治的器皿呢？
然而主受差遣要醫好傷心的人， 醫治是神的心意，人的參與，如何更新裡面的人，
讓舊事過去？如何在聖靈的愛中醫好傷心者? 如何藉著禱告放下累積歲月的傷害，
如何恢復與人的關係，與天父的關係，如何接納自己，成為新造的人。
此課程與你ㄧ起經歷『醫治與更新』。
日期
7/11

課程內容
醫治是神的心意，人的參與
成為神國的 P.H.D.
伸出手來醫治病人
身體的醫治
我真是苦啊！
何謂內在醫治？
原生家庭的內在醫治

1.

7/18

2.

7/25

3.

8/1

4.

8/8

5. 成長環境的內在醫治

8/15

6. 拆毀累代的根基

8/22

7. 被侵犯怎辦？
如何處理饒恕
8. 重拾自己的角色與價值
成為新造的人

8/29

教師：劉梅蕾師母 belindamliu@rolcc.net
裝備中心： 李淑玲牧師 equipping@rolcc.net
班長：rachelykau@gmail.com
上網收聽、收看、下載講義：倍恩傳媒 http://www.double-portion.org/
上網收聽、下載講義： 生命河靈糧堂 http://www.rolcc.net/rolcc/sundayschool

心理 靈性 和生理狀況的自我檢查
生理: 你是否有下列身體的健康問題？
□ 先天缺陷 □慢性疾病 □內臟器官問題 □外部器官問題 □癌症
□ 注意力不能集中 □感覺器官失常 □頭痛/頭暈 □脊椎骨問題
□ 內分秘問題 □免疫系統疾病 □其它______
心理: 你是否習慣性的經驗下列情緒，意念，感受，性情？
□ 焦慮/恐懼 □苦毒 □怒氣 □迷惑 □批評 □譏諷 □自卑□驕傲
□ 懷疑 □幻想 □無安全感 □孤癖 □情慾的念頭 □種族歧視
□ 完美主義 □強迫性的思想 □常期憂鬱 □常覺被冒犯 □自殺
□ 痛恨或不能原諒某人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______
靈裡: 你是否經驗下述的靈界遭遇？
□ 惡夢 □邪靈 □白日夢 □預知 □可怕或不潔的念頭
□ 夢靨 □邪靈的異象 □靈界驅動的意念 □其它______
行為: 你是否曾經參與以下的性行為的罪？
□ 婚前性行為 □婚外性行為 □同性戀 □褻瀆 □亂交
□ 亂倫 □手淫 □性幻想 □淫穢書刊 □色情電視/電影
□ 電話/電腦網路性活動 □暴露狂 □窺視狂
生活中，你是否依然有下列上癮的習慣？
□ 睡眠失常 □飲食失常 □偷竊 □煙癮 □酗酒 □賭博投資 □暴力
□ 撒謊 □經常遲到□過份性慾追求 □加時工作 □潔癖 □收藏物品
□ 購物狂 □投資狂 □沉迷電視/網路遊戲 □非法藥物濫用 □其它___
人際關係:
你與你母親的關係？□好 □壞 □不知道 □其它_____
你與你父親的關係？□好 □壞 □不知道 □其它_____
你與你兒女的關係？□好 □壞 □不知道 □其它_____
你與你配偶的關係？□好 □壞 □不知道 □其它_____
你與你配偶家人的關係？□好 □壞 □不知道 □其它_____
你與你上司的關係？□好 □壞 □不知道 □其它_____
你與生活中重要影響你的人的關係？□好 □壞 □不知道 □其它_____
你社交生活的關係？□好 □壞 □不知道□其它_____
屬靈光景:
1. 你在遵行聖經的吩咐上是否有習慣性的困難？
□讀經 □禱告 □禁食 □默想 □十一奉獻 □自制 □信心 □愛心
□順服權柄 □與信徒交往 □長成基督的性格 □聖靈的恩賜及能力
□福音宣教 □不說讒言 □其它_____
2. 你有神的兒子在你生命裡嗎？□確定 □不確定 □其它________
3. 你接受主耶穌是在什麼時候？____________
4. 你對自己的得救是否存著懷疑的心？□絕不懷疑 □有時懷疑
5. 你曾否有聖靈充滿的經驗？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有靈修(讀經，禱告)的習慣嗎？
□ 每天固定 □時常 □偶爾 □尚未 □其它_____

2021 裝備課程
醫治與更新

1. 醫治是神的心意, 你的參與

劉梅蕾師母＠ROLCC

一. 醫治是神的心意
賽 53: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詩 103: 3-4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贖你的命脫離
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可 2:17
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帖前 5: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
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路 4:18-19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
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二. 神的名字就包括了醫治
耶和華拉法
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出 15:26
耶穌
將自己的百從罪惡裡救出來
太 1:21
"除祂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痊癒)" 徒 4:10-12
三. 醫治是神的國臨到, 是天國的福音
1. 耶穌：福音的起頭(可 1:1)
2. 主的使命：拯救罪人, 醫治病人（可 2:17-18)
舊約預言的應驗：賽 61:1-3
3. 主的事奉：（路 10:5-6, 10:9, 約 14:12-15, 可 16:16-18)
a. 主所說的：願你平安 Shalom
1)平安 : 約 14:27, 約 16:33
2)應驗 : 賽 53:5
3)成就 : 弗 3:20
b. 主所作的 P.H.D.
四. 主耶穌醫治的原則
1. 在領受聖靈的洗後(路 4:1-21)
2. 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約 5:19-20)
3. 因著憐憫接納一切到祂面前的人，就治好各樣的疾病
4. 在公開的場合及任何時候
5. 不被傳統所限(法利賽人，安息日)
6. 不在故意試探抓把柄的人面前行神蹟醫治
7. 樂意醫治有信心的人
8. 先醫病，再說你的罪赦了，以後不要再犯罪

五. 神藉你行醫治
1. 主耶穌說：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 20:21)
a. 願這一家平安 （路 10: 5)
b. 醫治城裡的病人(路 10: 9)
2. 主的應許：
a.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可 16:17-18)
b. 『…要做比這更大的事…』（約 14:12-13)
3. 使徒的作法: 「…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
治疾病，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徒 4:29
六. 成為醫治器皿的要素
1. 看得見需要的眼睛(太 9:36)
2. 有憐憫的心（太 9:36) (太 7:24-27)
3. 能聽的耳：聽人的需要
聽神的聲音
＊聽而順服（約 2:5)
4. 呼求, 讚美的口（約 2:3, 16:24, 來 13:15)
5. 伸出手來（可 16:16-18,徒 4:29-30)
七. 醫治禱告中的屬靈現象
禱告者: 暖流，雙手刺痛，發熱，抖動，觸電感，預知感，有時沒有感覺
被禱告者: 發燙， 暖流經過, 流淚，有如電流，刺痛感,肌膚跳動， 呼吸急
或重，仆倒，甩手或抖動，方言，喜樂的歡笑，喊叫，嘔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