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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姓名 - 韩英顺

见证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
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
在哪里呢？… (路 8:22节-25节)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小时候，妈妈的身体特别虚弱。有位邻居
给妈妈传福音，并带着她去了教会。就这样，
我也很自然地跟着妈妈去教会，做礼拜。我
在教会学校用心学圣经，过着信仰生活。我从
小就拥有了对神的信心，并且又知道人死了以
后，不是去天国，就是下地狱的事实，所以认
真事奉神，以教会为中心生活。
  我上中学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经受了很
多痛苦。我自己不小心过度用力按了一只手
指，没想到竟然发展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后
来，连学校也上不了了，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看
着天花板。家里的经济环境不好，再加上又是
个偏僻的乡村，所以没有及时接受治疗，就这
样关节几乎都麻痹了。
  我一天天只仰望神，恳求神怜悯我。没想
到，神竟然应允我的祷告，伸出全能之手扶持
我。虽然，身体并没有恢复正常，但感谢的是
不必再吃药了，还有身上的疼痛也消失了。直
到如今，我没吃过药，可过得很好。感谢神，
又给我预备充满爱和智慧的好老师，让我回学
校继续读书。
  长大了，可我是残疾人，所以找对象是一件
又重要又难的事了。我在三年的时间里，每天
清晨恳求神的帮助和心意。慈爱的神垂听我的
祷告，施恩与我。我参加教会学校教师研讨会
的时候，有位传道士给我介绍了现在的老公。
当时老公理解我的弱点和一切情况，就答应和
我结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感谢神 
为我预备老公，让老公对我产生怜悯之情和爱

心。就这样，我靠神的恩典有了幸福美满的家
庭。我们从首尔搬到南洋州以后，刚开始去了
离家不远的一所教会，那时只参加主日礼拜。
  有一天，大儿子发生车祸，在医院接受治疗
的时候，正好恩典与真理教会的区域长儿子也
同住一个病房。我跟她聊很多有关信仰的话
题。我告诉她，等儿子出院以后，正式上教会
做礼拜，认真事奉神。区域长听了，就热情地
带我去了恩典与真理教会。
  那时九里圣殿刚刚建立，在教会服事的人也
并不多，所以我很快就得到了区域长职分。虽
然软弱不足，但依靠神的恩典和爱心，并相
信神的帮助，就以感恩之心接受职分。起初，
我尽最大努力承担这一职分，同时积极去传福
音。但是，时间过去了，职分居然变成负担和
压力。愚蠢的我，离开恩典与真理教会，去了
另一家教会。
  刚开始，看起来什么都好，心里也感到踏
实，但是做礼拜的时候，心中没有任何快乐和
平安，心灵变得贫瘠。我特别渴慕藉着神的话
语而得到的恩典，所以软弱的信心也开始被动
摇，后来又得了惊恐症。我在教会认真做礼
拜，用心祷告也是，精神好像陷入迷宫之中一
样，怎么努力也是惊恐症死缠着我不放。到医
院接受商谈和治疗，可一点也不管用。我突然
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恩典与真理教会。
  我重新去教会的时候，许多圣徒和神职人员
都很亲切地待我，可我因暂时离开教会的原因
觉得内疚，再加上又是惊恐症患者，所以只参
加礼拜，没有跟圣徒们交往。当我看到在唱诗
班里赞美神的圣徒们，别提有多羡慕了。他们
诚心诚意地赞美神、感谢神，看起来非常令人
羡慕。于是抱有心愿迫切祷告。那时，有一个
姊妹对我说，她以前在唱诗班里服事过，现在
正想重新回到唱诗班里服事，可又不好意思，
又没有勇气。于是，我们俩互相鼓励，就到唱

诗班里开始服事。
  从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我因惊恐症身心疲
惫，但是流泪祷告，并认真参加服事的时候，
神伸出全能之手医治了我。好多年折磨我的惊
恐症，突然消失了，神终于让我从疾病的痛苦
之中走出来了。哈利路亚！现在呢，高高兴兴
地在唱诗班里感谢赞美神!
  不过，我又面临了一个极大困难。大儿子得
了罕见病，没法儿上学，经常呆在家里。雪上
加霜，小女儿也适应不了学校生活，她不但反
抗，还经常逃课。我们夫妻只好跪在神面前祷
告，更加恳切地寻求神的帮助。感谢的是，老
公的变化。老公以前只参加主日礼拜，可是因
孩子的问题参加教会的所有礼拜。他彻底依赖
神、敬畏神，变为诚实的信徒。我们知道自己
的无知和无能，于是向神流泪悔改。并且又把
孩子的问题完全交托给神，然后只是默默地在
教会服事。
  我的神，果然是充满爱和怜悯的神！神从祸
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
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神让大儿子过着正
常的生活，女儿在学校里成为一名模范学生。
现在大儿子在大企业上班，女儿考入了护士学
校，正准备上大学呢。不但这样，神还赐给我
首区域长职分，赐给老公按立执事职分；我们
更加感谢、更加快乐、更加用心服侍教会和圣
徒。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虽然我的人生如此坎坷，但是神时时刻刻做
我随时的帮助，叫万事都互相效力。非常非常
的感谢神施恩与我。我爱耶稣！直到主耶稣再
来为止，我将尽最大努力承担这一职分，并让
我们一家人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还有感谢处于
困境的时候，与我分享痛苦，为我流泪祷告，
并安慰我的传道士和区域里的圣徒们。在此，
我通过这见证向各位表达深深的谢意。我爱你
们，感谢你们，哈利路亚！

  耶稣对门徒们说了，要渡到湖那边去。门徒

们不停的在划船，船在平静的湖面上缓缓行

驶。那时，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

甚是危险。海浪汹涌翻滚，门徒们顶着风浪拼

命地划船，但形势变得更糟。船将满了水，甚

是危险，这时门徒们去叫醒耶稣说：“夫子，

我们丧命啦！”耶稣醒了，就斥责那狂风大

浪，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就止住，大大

地平静了。耶稣对门徒们说了：“们的信心在

哪里呢？”今天呢，要通过这事件来看一下，

圣灵赐给我们的教训。

  

  人生就如航行在大海之中的船帆。在这样的

大海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浪。各位遇

到困难的时候，要记住这两种：一是，不要以

为奇怪；二是，不要羞耻。圣徒们的生活中也

有困境和试练，以及试探和苦难，但是耶稣与

我们同在。若是向耶稣呼求，并求助的话，耶

稣就帮我们转祸为福，将万事都互相效力。

  第二，“们的信心在哪里呢？”，看一下，

其内的教训。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事奉的对象是绝

对重要的。因为那是跟得救和灭亡，永生和永

灭，还有天国和地狱有关。人要是想不至灭

亡，反得永生，停止迈向地狱的脚步，而走向

天国的话，就得相信既是神的独生子，又是代

赎我们一切罪的耶稣基督。“你们的信心在哪

里呢？”这话语里又包含着这样的质问，“你

们的信心是从哪儿来的？”  

  1．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爱里。

  神的爱是永恒的爱，是永不变的爱，是没有

区别的爱，是丰盛的爱，是无法隔绝的爱。神

的爱就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使徒保罗根据此

爱如此勇敢披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

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

赐给我们吗？”（罗马书 8：32）

耶稣为了代赎我们的罪，叫我们得称为义，所

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过战胜死亡权势从死

里复活了。因此，无论谁，只要接受耶稣为救

主，就叫一切信他的，罪得赦免、得称为义，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3．我们的信心是从圣灵的感动而来。

圣三位一体的神，此刻藉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并且又在我们里面。圣灵教导我们、引导我

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并叫我们得着能

力。只要我们的信心是因圣灵的感动而来，那

就能拥有积极的思考方式。

  

耶稣对门徒们说了，我们要渡到湖那边去，于

是他们顺从耶稣的话坐船渡河。耶稣的话语是

信实的，又有权柄，所以即使在半路上遇到狂

风大浪，也不必惧怕，或忧愁，但是门徒们已

经被面前的情况所裹胁。所以心理充满不安和

恐惧。耶稣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祂可以

随意摆布自己创造的风和水。

  希望圣徒们要经常依靠神的爱、耶稣基督的

爱和圣灵的感动而拥有信心，并且要把信心建

立在神的话语之上而生活。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马太福音 6章 24节 – 34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
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所以我告
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
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
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
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那
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
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
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
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
的时候，那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
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妆饰，何况你
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
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
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
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
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我们要保持的信仰态度

china@gntc.net

韩国：82-31-446-5831， 
中国：86-139-0461-1140 

需要恩典与真理教会
传道纸的人情联络！

  今天本文里记载耶稣讲道的内容；在强调

了我们要保持的信仰态度。

 

  耶稣说了：“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

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

利的意思）。”(太 6:24) 我们可以在圣经

找，人不能同时侍奉神和财利的真实故事。

  有一个犹太人的官跑来，跪在耶稣面前

问：“善良的夫子，我该作什么事，才可以

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

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

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

财主青年立即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

从小都遵守了。”他根本不知道律法的要

求，可又在拼命遵守。他是按自己的基准理

解并遵守了律法。耶稣为了告诉那青年，

他拥有的知识和信心是不正确的，于是果断

地说了：“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

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

来跟从我。”难道这话的意思是，财主青年

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能得永生吗？不

是的，耶稣说的不是那意思。耶稣这样说的

目的是为了让他明白，他是随着自己的意思

解释，并遵守诫命的事实。财主青年听见这

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 

  有些人为了得到永生，放弃所有的名誉和

权势；可有些人呢，为了得到世上的东西，

就放弃永生。就算为了得永生抛弃一切也

是，但那是值得的。那财主青年知道人生

的最大课题是得永生，同时也非常渴望得永

生。但是，一想到要放弃自己的一切财产，

就舍不得了，于是选择了财物。并不是说，

要得永生，就得变卖一切所有；而是说，应

该更重视永生。

  耶稣用空中的飞鸟和野地里的百合花举例

说明，不必忧虑的理由。“所以我告诉你

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

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

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

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

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为衣裳忧虑

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

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

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那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太 6:25-29) 说了

不必为吃和穿忧虑。这不只限于吃和穿的问

题。吃和穿的问题，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很

大一部分的时间。神比空中的飞鸟和野地里

的百合花更加珍惜圣徒，这是理所当然的。

神都这样细心照顾空中的飞鸟和野地里的百

合花，那么何况是自己的儿女呢，这就不必

说了。

  耶稣继续这样说了：“野地的草，今天还

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妆

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

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

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

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

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

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 6:30-32,34) 这

并不是说，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不

必做任何事情的意思；而是说，应当尽最大

努力去做，但不可以像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忧

虑的意思。“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

了。”(34节) 人们容易把这句话解释为，

今天的事情，今天忧虑；明天的事情，明天

忧虑。并且，又误会不必为明天的事情提前

准备，不过这章经文的最恰当的解释是，不

必忧虑明天。从不考虑未来，这不是基督徒

的正确态度；那是轻率的行为，也是没有责

任感的行为。耶稣禁止的不是对未来的明智

的打算，而是对未来的忧虑。

  对未来的计划和准备是必需的，但是不许

忧虑，要尽最大的努力过好今天。圣经告诉

我们，不管眼前发生怎样的事情，都能忍受

得住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

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

前 10:13) 我们不管遇到怎样的事情，也不

必忧虑，可以坦然地面对，因为已经知道了

不必忧虑的理由。

 

耶稣说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

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33)做事的时候，总该先排好顺序。要

好好区分先做的事情和后做的事情。说了

‘要先求他的国’。‘他的国’是指‘神的

国’。在这里说的神的国不是指领土，而是

指神的统治，或是指神的王权。要先求神的

国，这话的意思是，要完全接受主的统治。

说了‘要先求他的义’。他的义是指，符合

神标准的义。这绝对不是靠人的努力和行为

得来的义，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到

的。所以‘要先求他的义’，这话的意思

是，不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功劳，而完全依

靠神的恩典，凭信心生活。你们要先求他的

国，和他的义；这话的意思是，首先要服从

神的命令，信赖神的恩典和应许。那样的

话，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加’的意

思是，使数量比原来大或程度比原来高；增

加。虽然我们的能力和所有极少，但重要的

是神有没有加给我们。

  摩西是80岁的老人，他拙口笨舌的，不

是能言的人，手里只有一个杖。他为了跟

一百万大军决斗，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但是因为神加

给他能力，所以通过他说的每一句话，整个

埃及化为焦土。摩西一伸出手里的杖，就有

奇迹随着他。后来，法老举起双手投降。

  亲爱的圣徒们，希望各位经常保持耶稣强

调的这三种信仰态度；只侍奉神，不要忧

虑，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享受

神加给我们的恩典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