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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见证

姓名 - 金明顺
我从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去了教
会。我结婚比较早，跟不信耶稣的老公结
婚以后，就不去教会了。我一边养育孩
子，一边做家务事，整天忙得团团转，于
是渐渐远离教会，跟不信的人没什么两
样。我才21岁就生了孩子，还不够成熟，
所以可以说我跟孩子们一起长大了。那时
总想，等孩子长大了，生活安定了，就一
定会去教会的。其实，这一切都是借口而
已。因为我没有坚定的信心，又很懒惰，
所以没有去教会。第三个孩子刚过一周岁
生日，就为了更好的生活，每天清晨给人
送报纸。虽然身体疲惫，收入不高，但工
作的时候，可以忘记孩子和家务事，所以
觉得轻松多了。
那段期间认识一位区域长，是她带我去
了恩典与真理教会。刚开始，我被她的真
诚所感动，迫不得已去了教会。不过，去
了几回以后，被圣灵充满，竟然在神面
前深深悔改，恢复了对主起初的爱。我很
喜欢礼拜和教会生活，于是开始在唱诗班
里服事。圣徒们被赞美歌声感动，用阿们
应答的时候，给我带来很大的喜悦和成就
感。真是感谢神，并没有忘记我，一直等
我回来。感谢神，原谅一切过错，把我紧
紧拥抱在怀里。神改变了我，让我变得谦
卑、温柔。以前，我心里总是充满了骄

信仰专栏
我们祷告的理由
听祷告的主阿，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就
你。(诗篇 65:2)
没有不祷告的信徒，只是祷告的态度和
分量不同罢了。祷告在信仰生活占有很大
的比重。所以，我们应该为祷告生活的发
展而不断努力，并学习。圣经是祷告的教
本，我认为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我们来
看一下，祷告的理由吧。
第一，
祷告是与神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
式。在受造之物当中，神特别喜欢与人交
往。神亲手创造了人，所以是特别的存
在。人有灵魂，是按照神的形象和他的样
式而造，由此神喜欢与人沟通。神用不同
的方法，依然向着人类说话；通过创造的

傲，认为只要下定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
事情。但后来才知道自己怎么努力，怎么
去奋斗，也有很多很多做不到的事情。于
是只信靠神，凡事求神带领及帮助。就这
样，我经历了在主里面照着祈求和努力，
一个一个实现的场面。
寒冷的冬天，我很羡慕躺在温暖的床
上，舒舒服服地睡觉的那些人。于是望着
天向神祷告，说，神！我很希望有这样的
房子。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怎么好，
根本买不了什么房子。可过几年以后，梦
想成真，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这都
是神的恩典。很感谢神，赐给我健康，让
我继续工作。还感谢神，让五个孩子在主
内健健康康地成长。大女儿很有舞蹈天
赋，在学芭蕾舞，所以增加了太大的经济
负担。不过，每次一有困难，神就帮我们
解决问题。这样，女儿进了她一直那么想
去的艺术高中，然后考上大学以后，又专
修舞蹈。更感谢的是，神使她的信心逐日
增长，心里充满对神的感激之情，用心祷
告，勤奋学习。不但如此，其他四个孩子
也是，如我所愿，神赐给他们充满的智慧
和才能，使我感到自豪。
神又给了我们创业的机会。“你起初虽
然微小，终久必甚发达。”(约伯记 8:7)
我们坚守神的话语，向神祷告，放步前
进。我恢复信仰以后，以礼拜及教会为中
心生活的时候，经常跟老公吵架。我们因
信仰问题而产生矛盾，尤其是他最喜欢喝
酒，这使我更难过。我知道除了祷告以
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全能的神！求
主改变我老公，让我们家庭和睦，让老公
归向神。”我上教会恳切祷告，还看见要
发生吵架，就立即向神祷告。没想到神应

允了我和孩子们的祷告。老公终于上教
会，参加了礼拜。虽然他还没有坚固的信
心，但只要一旦发生什么难题，就让我和
孩子们帮他祷告。我相信总有一天撒在老
公心里的神的话语，到时候一定发芽、开
花、结果子。哈利路亚！
我有时忽视信仰生活，或者因面前的困
难变得消极的时候，神就开导我，帮我悔
改。还有祷告的时候，就提醒我，神每时
每刻与我同在，照顾我，看顾我的事实。
神又赐给我教师的职分，让我在主日学校
服事。我以耶稣的爱教导孩子们，并从中
得到属灵的快乐。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对于
人来说，救赎信仰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所
以比别人更加积极服事。我给那些孩子们
传讲耶稣的时候，很希望神的话语深深扎
在他们的心里。我恳切祈祷，让主日学校
里的每个孩子们在主内健康成长，效法耶
稣而生活，同时也希望我能够经常充满圣
灵、恩典、爱。
我为了写这篇见证，仔细回顾了以前的
往事。原来我接受主耶稣的那时起，神就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让万事都互相效力，
还有每一个祷告都蒙应允。若没有神的帮
助，就无法做到的事情都成就了。要不是
神的帮助和眷顾，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和孩
子们，以及家庭。感谢神 让我享受神无
限的爱和恩典而生活。往后，我将更加仰
望神，神爱神，遵行神的话语，尽自己的
职分而生活。“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
源。”(以赛亚书 58:11)阿们！

万物，向人类说话；通过良心向人类说
话；通过过去的历史向人类说话。存在和
存在，人格和人格之间的沟通，都是通过
对话而变得更加丰盛。要是神说话太片面
了，那就无法与人类沟通。我们可以向着
说话的神说话，所以能彼此沟通。因这样
的缘故，神让我们祷告。赞美与恳求，这
两个要素是祷告的基点。即使神的儿女没
有向神恳求也是，神必定供应自己的儿
女，并帮助他们。但是这样的人无法与神
亲密来往，也不知道属灵的感动和喜乐是
什么。
第二，我们祷告的理由是，因为神应允
我们的祷告。
祷告是，经历神的帮助的最好手段和方
法。我们不祈求的时候神有时也会给，但
有时不祈求的话，就不会给的。神对祷告
的人所赐的应允有很多种。神不会让祷告
的人缺乏，并贫穷，反而更加富足；神把
智慧和聪明赐给祷告的人；神让祷告的人
得平安；神医治祷告的人；神在危机和困

境中搭救祷告的人；神让祷告的人战胜试
探；神把传道的能力赐给祷告的人，并敞
开传道的门；神让祷告的人被圣灵充满；
神用最美好的方式来实现祷告人的心愿。
神在最好的时期，用最好的方式来应允祷
告的人。
神是向我们说话的神，并且又喜欢应允
我们的祷告。懂得这些事实的真正意义之
后，去体验的话，他就是最明智的人，也
是最有福气的人。希望各位具有明确的祷
告的理由，并时常在生活中体验。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 信

恩典与真理教会 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
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
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
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
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
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
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
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
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协力的去事奉神的意思。要是圣徒们不愿
意跟别人一起做礼拜，只想一个人过信仰
生活的话，就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可
以从圣徒的各种名称中得知其理由。圣徒
是‘神家里的人’。以弗所书2章19节记载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
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圣徒是由
神的儿女组成的大家庭里的一员，所以不
该单独行动，要彼此来往。圣徒是神居住
的所在。“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
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或
作全）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
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
灵居住的所在。”(弗 2:20-22)圣徒是基
督的身子。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记载“你
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作肢体。”我
们是基督的身子、肢体，所以要集合在一
起，彼此沟通。圣徒们应该聚在一起，建
立浓厚的友情，并服事。耶稣说：“我又
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
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
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那里，有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有我在他们
中间。”(太 18:19,20)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
生。阿们！”这是使徒信经的最后一段。
我把这一部分分为五种来讲一下。

第一

看一下，圣而公之教会。

‘圣而公 之教会 ’用英文 说是‘ Ho ly
catholic church’。‘catholic’的意
思是，普遍的、包罗万象的。‘圣而公之
教会’这是说，教会的发展是在无声无息
中却迅猛发展起来的意思。耶稣说了：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
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这话是说，基督的教会包括所有时
代、地区、人种。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语记
录的，‘教会’翻译为 ‘ecclesia’。
意思是，蒙召人的集合。被神呼召的人，
为了敬拜神，事奉神而集合的就是教会。
‘church’具有教会的意思，起源于希腊
语‘ kuriakos’；意思是‘属于主’。所
以教会是指，在世上被神呼召，属于主耶
稣基督的人的集合。说得简单一点，教会
就是基督徒的集合。要想深刻地理解教会
的意义，就首先要明白耶稣基督和信徒们
的关系。耶稣基督和信徒们的关系是跟生
命有关的。耶稣说了‘我是葡萄树，你们
是枝子’ (约15:5)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所以它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水份和养份。耶
稣基督代替罪人被钉死，然后复活，所以
耶稣基督让信基督的人，因圣灵重生，得
新生命。称教会为‘圣而公之教会’的理
由是这样。因为信徒的聚会是成圣的人的
聚会。要是被神呼召，进入基督耶稣里的
话，就成圣，同时也属于圣而公之教会。

第二
圣徒相通是说明，互相亲密来往，同心

第三
我们相信罪得赦免的根据，在于耶稣基
督的圣肉身、生涯、死亡、复活。一个人
很有智慧和教养，尽心尽力地做好各类慈
善救助工作，并留下辉煌业绩也是，但
如果他的罪，没有得到赦免的话，就无法
避免神的震怒和审判。无论谁，只要信耶
稣基督，神就叫他们罪得赦免。信不信藉
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的事实，这是你的自
由。然而，其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乃是
天国和地狱。我们虽然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但是只要接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救
赎恩典，神就赦免一切的罪，并使我们得
称为义。

第四
人们都很想解决身体的衰老、死亡、腐
败，但是却没有办法阻止。圣经里说了，
神用尘土创造了人以后，神看着是好的。
耶稣基督披戴肉身，以人的模样，降生
在这世界。圣灵临到圣徒身上。虽然人死
了以后身体会腐烂，但我们的身体却不是
卑贱的。我们死了之后，不管身体怎样都
无所谓，因为等耶稣降临的时候必复活。
“我信身体复活”，这是根据圣经里的预
言和应许做出的信仰告白。以赛亚书26章
19节记载“死人（原文作你的死人）要复
活。尸首（原文作我的尸首）要兴起。睡
在尘埃的阿，要醒起唱歌！因你的甘露好
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我们的身体也将复
活。那么，我们的身体将怎样复活呢？这
问题的答案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死

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
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
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
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
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
性的身体。”(林前 15:42-44)什么时候发
生这样的事呢？这问题的答案在帖撒罗尼
迦前书第4章里。耶稣再来的时候将发生这
样的事情。那时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和他们一同被提
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相信复活
的圣徒应该怎样活呢？这问题的答案在哥
林多前书第15章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
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
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
不是徒然的。”

第五

看一下，我信永生的话语。

圣徒们能得永生，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最
大应许，也是最好的礼物。约翰福音3章16
节记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
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无论谁，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得
永生。信耶稣基督的人将在新天、新地、
耶路撒冷，永远与慈爱的主生活在一起。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绝对没有灿烂的明天，
即使对未来有更好的期待也是，那都是徒
然的。不过，对于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
已经有了无比美好的未来；那就是复活、
天国、赏赐。
使徒信经的最后一句是‘阿们’。这是
意味着‘实在的、真诚的，或就会这样
的’我们做信仰告白的时候，总说“我
信！我信！”信心是自己的决断。只知道
使徒信经不行，应该信，还得在别人面前
告白。罗马书第10章10节里记载“因为人
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
以得救。耶稣说了：“凡在人面前认我
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
前，也必不认他。”(太 10:32,33)信仰告
白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做信仰告白的话，
信心就变得更加坚固。告白信仰的时候，
撒但就不敢嘲笑你。告白信仰的话，就能
得神的喜悦。各位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
要懂得其中的意义，同时要充满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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