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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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姜英淑

见证

回去的人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
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
是在天上的；所以… (来 11:15,16)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拯救我的灵魂，又
立我为主日学校的教师，给那些彷徨的青年教
神的话语和爱。我在崇拜偶像的家庭里长大，
一家人都不认识真神。外婆家信的是异端，奶
奶家彻底崇拜偶像。我呢，也跟着父母崇拜偶
像，青少年时期在那集团的学生部服事。青年
时期，跟朋友一起去过异端。当时，我不知道
异端是什么，21岁的时候，第一次看了圣经。
神深爱我，从黑暗的势力和环境中拯救出来。
虽然我不认识主，但是主深爱我、拣选我，引
导我走正确的路。就像神拣选亚伯拉罕以后，
让他离开迦勒底的吾珥，进入迦南地一样。
  我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得了腰椎间盘突
出症，于是为了做手术，就到富平区的一家医
院住院。我做手术之前，感到不安、焦急，突
然有了想祷告的念头。正好那家医院有做礼拜
的礼拜室。我刚进礼拜室的时候，就好像在母
亲的怀里一样觉得那么的温暖。在异端集团从
未有过如此奇异的平安。从此，我认识神，并
接受神。恢复健康以后，在医院里的教会用心
服侍病人和病人的家属。
  结婚以后，我们搬到安山，1997年成为我们
恩典与真理教会的圣徒。我参加平日的礼拜，
倾听堂会长牧师的圣经讲解，深入学习了圣
经。在主日，通过牧师所讲的道，得到属灵的
安慰和平安，同时信心逐渐增长，灵和肉都得
了新力。“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
以自由。”（约 8:32）
  我以礼拜为中心生活的时候，开始尽情地享

受敬畏神、依赖神、深爱神的人所得到的幸
福。神拣选我，赐给我职分，又让我在马来西
亚宣教会，在唱诗班里服事。2008年，从海外
宣教回来以后，神赐给我另一个使命和职分。
神不仅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而且用爱心照
顾我，让我依靠神赐的智慧和能力过着得胜的
生活。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把神介绍给小学
生。我对郊区长说了，很想在教会学校服事的
念头，于是他劝我到高等部服事。我正式开始
在主日学校服事的时候，觉得自己十分软弱不
足，担心无法承担，所以开始做定期祷告。那
时，神鼓励我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
圣言讲。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
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
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彼前 4:11）  
  在主日学校服事的时候，我亲自体验了神的
引导和关爱。惊奇的是，每次遇到困难的时
候，我说：“神，我无能为力，请帮助我。”
那时神及时帮助我，问题圆满解决，最终体验
了万事都互相效力的奇迹。我们做完礼拜以
后，分班教学生圣经，还有交往的时候，神亲
自引导，并负责。
  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教高中学生。我
想跟他们接触，可他们就是不搭理我。有时轻
轻排他们的胳膊表示亲密，他们就做出满不
高兴的样子。我家的孩子还小，所以无法理解
青少年的心理反应。我反复碰到这样的事，于
是去找别人请教，又请区域里的圣徒们为我祷
告。有位首区域长告诉我说，让我好好回忆自
己的学生时代。
  现代的学生确实跟以前没法比了，他们因学
习成绩和前途，还有因朋友和父母受很大的压
力。再加上社会在走向个人主义，孩子们又在
世俗文化和环境中生活，于是我看了好多有关

青少年的书。又通过教师研讨会和培训班得到
很大的帮助。我把那些学生的名字都记下来，
一个一个点名祷告。就这样我跟他们的关系渐
渐有了好转，孩子们打开心思，给我讲他们的
苦恼，甚至还求我为他们祷告。
  当我看到孩子们的变化和成长过程，就觉得
孩子们都那么可爱，那么了不起。尤其是在夏
季修炼会中，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迫切祷
告，高高兴兴地称颂主的时候，我无比快乐，
深受感动。还有看到受圣灵洗礼的学生，以感
恩之心服事的时候，就明白一件事情。‘啊，
原来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栋梁人才，将来一定成
为神使用的器皿。’更感谢的是，看到那些学
生毕业以后，在青年部和教会的各机关热心服
事的场面，心里就一阵发热，真是激动得想流
眼泪。
  我在主日学校服事的时候，又得到另一种快
乐。堂会长牧师每次来我们圣殿的时候，我跟
老师们一起去见牧师。我们向牧师报告主日学
校里的一切情况，还得到牧师的祝福祷告，这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哈利路亚！我靠神
的心意和引导，前几天开始在初中部服事。中
学生大部分都进入思春期，所以要接触他们就
不是那么不容易事了。即便如此，我靠神赐的
智慧和能力用心服事。
  如果，我已经经过了属灵的磨练与操练，那
么从现在起很想做一名优秀的教师。我非常希
望忠于职守，献身使命，遵行神的话语，与学
生同生共死，以耶稣为中心生活，成为主日学
校里的好老师。我不仅希望成为一名好老师，
还希望在这末日更加深爱神而生活。也希望积
极聚会，用心传福音，发出福音的香气。我一
边仰望神的帮助，一边向神祷告。
  感谢赞美神，让我的灵魂得救，并经历服事
的喜乐。感谢神，一切荣耀归于神！

  要进入天国，就得悔改，这是必须的。悔
改是指，罪得赦免、得生命、以至得救。
悔改不是指后悔，而是对过去的行为表示悲
哀，还意味着向神道歉（认罪）并有了新的
开端。信耶稣基督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指，
归向耶和华神的人。这样转换方向的人，绝
对不应该回去。
  第一   我们看一下，归向主的人，归回
世界的理由。
其原因可以分为四种。

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子孙就是其事例。不
必因今天的事情和明天的事情过于害怕。不
管遇到怎样的逼迫和患难，也不必惧怕；越
是害怕，越是要坚守神的话语。

  2．有些人觉得事奉神，就是一个负担，
所以归回世界。
这是证明他完全不认识耶和华神；因为他根
本不了解从信仰生活中，得到的喜乐和平
安，以及成就感。
  3．听了神的话语也是，仍然不懂得其内
的恩典与真理，所以归回世界。
那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无法消除固定观念。
不想听圣经说的是什么，只想照着自己的方
式理解圣经，所以觉得圣经难、单调无味、
老旧，最后归回世界。
  4．有些人无法战胜世上的诱惑，所以归
回世界。
“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路加福音17
章32节的话语告诉我们，世上的诱惑有多么
强烈。无法拒绝世上的诱惑，只要一旦被迷
住了，就从那天起不喜欢上教会，也不愿意
做主工。
   第二   不管遇到怎样的事情，也不归回
世界的圣徒们都有共同的信心和基本信心。
  1．坚信只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
复活的拿撒勒耶稣才是救主，这样的圣徒不
会归回世界。接受宗教多元主义，混合主义
的人，不管他们怎样狡辩也没用，因为他已

经是归回世界的人。
  2．认为事奉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人生
最大的价值和收获，以及最大的成就和荣幸
的人，绝不归回世界。把物质、权势、才
能，不管什么都当作事奉神的道具。就算没
有这一切也是，只是默默地事奉神。

  希望圣徒们不要成为归回世界的不幸的
人。圣徒们要相信从接受耶稣基督的那天
起，就已经通过了不能返回的地点，所以一
直要前进，再前进。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路加福音6章38节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
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
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
量器量给你们。

经文：使徒行传20章35节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
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
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与受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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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纸的人情联络！

  迎接新年的时候，人们互相打招呼，或
者说一些吉利的话；这就叫拜年话。寓意
最深刻的句子是‘新年快乐！’在词典里
简单的解释了‘福’的词义，但是在各种
角度上来看，就并不简单了。今天呢，根
据圣经本文来看一下，有关施与受的福。

  第一，看一下受的福气。

  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最后创造了
人。神首先创造了人需要的一切，所以世
上的每一个人都靠神的帮助而生活。然
后，神让人类互相帮助而生活。哥林多前
书4章7节记载：“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
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
的，为何自夸，彷佛不是领受的呢？”人
得到一切，无法跟神赐的比较。神赐给我
们的不计其数，数也数不清。
神为了让人类享受神开恩赐给的一切，就
把一切都记在圣经里面，然后圣灵又让我
们明白那一切。“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
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
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林前 2:12)
  我们可以凭信心接受，神赐给我们的一
切。对于赐给我们属灵的恩典的神，我们
要以感恩之心接受，这样才是最正确的态
度。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
的事实，那就是耶稣讲的两个儿子和父亲
的故事。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有一天，小儿子
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
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
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
荡，浪费赀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
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
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
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
饥。也没有人给他。他为自己所犯的罪懊
悔，于是想到了自己的家、想到了父亲，

决定回家。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舆他亲嘴。父亲
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
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
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
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
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浪
子享受了父亲所赐的恩典。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
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
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
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
把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
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事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
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
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
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
他说：“儿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
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
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
乐。”要是大儿子真的了解父亲的为人，
那么他一定每天都欢喜快乐。
  神在基督耶稣里把各样属灵的恩赐都赐
给了我们。神说了，你要大大张口；不管
求什么，主必成就。没有比不信和不求更
可悲的事情。我们也有悦纳德时候。哥林
多后书第6章2节记载：“因为他说，在悦
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
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神让我们
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
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希望各位尽情
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福。
 

  第二， 看一下施的福气。
 
  能分给别人的东西当中不仅仅有物质，
而且还有精神上的和灵方面的，所以人人
都有东西给别人。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一下，整理的那几种。
  1．可以施行宽容。没有宽容的社会，一
定会有严重的不和谐音和纷争。要宽容，
就得首先承认人人都不一样的事实。社会
是由性格不同，气质各异的人而组成。自
己的性格不是标准，所以不要强迫人家要
像自己一样做，而需要彼此宽容，形成和
谐。虽然组织和社会是由各式各样的人形
成的，但是互相宽容的话，那组织和社会
将是最美好的了。
  2．可以提供自己拥有的有用的知识和智
慧。传福音就是提供最伟大的知识和智慧
的事情。
  3．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帮助遇到困难
的人。
  4．利用自己的时间和身体服事。
  5．利用自己的财物帮助别人。
  6．可以用祷告帮助别人。
使徒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
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

人，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
为有福。”(徒 20:35) 能够得到别人的帮
助这是一个福气，但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给别人的时候也有原则。耶稣说了：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
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
暗中察看，必报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
处报答你）”(太 6:3,4) 为炫耀自己做的
好事，这不算好。
‘为神的荣耀，为得主的喜悦’，施给别
人的时候，也要引用这两句话语。要是为
这样的目的而参与慈善活动和救济活动，
那就看作是献给神的。耶稣说了：“这
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
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能够向神奉
献，这是赐给我们的好机会。甘心乐意向
神奉献的人，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
  圣经中明示着献给神的时候，要采取的
两种正确的态度。
  1．要捐得乐意 
  哥林多后书9章7节记载“各人要随本心
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
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2．要尽力捐助 
  耶路撒冷教会因饥荒受苦的时候，使徒
保罗向外邦教会号召捐助。那时马其顿教
会立即参加了。圣经里这样记载，“我可
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
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
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并且他们所作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
了我们。”(林后 8:3-5)
  希望各位多想着帮助别人。并希望把更
多的东西献给神。喜欢帮助别人，喜欢献
给神的人，都有这样的现象。 1． 心胸宽
广，心态乐观。 2．有神赐的喜乐。 3. 
主赐的应许。“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
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
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路 6:38)
希望各位因得到的帮助而高兴，然后真心
感谢。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是福气。希
望各位祈求神的帮助，同时要享受神的帮
助。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尽力施给别人，
并享受这一切，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比什
么都重要的是，尽力献给神，然后要享
受，这是最大的福。希望各位得到更多的
施与受的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