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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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朴珍淑

见证

神的责备和管教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
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 3:19)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家里的人都不信耶稣，但是外婆家是
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我每次上外婆
家，就特别羡慕他们聚在一起，向神做
礼拜、祷告赞美的场面。并且他们不管
遇到什么困难，也不争吵、灰心，彼此
鼓励，总是凭信心说话，对我而言觉得
很稀奇。当时，我很想去教会，但知道
家里的气氛，绝对不允许我一个人信耶
稣、做礼拜。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耶稣早已在我的
心目之中。即便这样，我还是以家人为
借口，仍然不信耶稣，一天到晚只是为
自己的生活而忙碌。我只想挣好多好多
的钱，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和名誉，希望
日子过得舒坦。我为实现这样的梦想拼
命去努力。我做了一番事业，还挺顺利
的，但是从某一天开始，遭受接二连三
的灾难。
  妹妹成天沉迷于迷信中，说要当什么
巫婆，接着母亲又病倒了。妹妹说，要
救活母亲，就必须跳大神。我每天做噩
梦，简直没法睡觉。每天晚上睡不好

觉，白天又上班，拼命工作。
  当我身心疲惫，毫无快乐，陷入绝望
的时候，就跟着给我传福音的传道士去
了教会。我举起双手在神面前流泪悔
改。那天，神让我听到一生难忘的一篇
故事。那时，堂会长牧师讲的道是路加
福音第15章里的‘父亲迎接浪子的比
喻’。父神不但接受悔改的罪人，而且
又赐给丰盛的福，当我听到这段内容的
时候，深受感动，并得到了很大的安
慰，不知为什么眼泪不停的流下来。神
以爱心紧紧拥抱着我这回头的浪子，又
不停地给我擦眼泪。
  自从接受耶稣作救世主以后，我的人
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我放弃世
上的欲望，把自己的将来和前途交托给
神，然后用心做礼拜，以祷告和神的话
语为中心生活。就这样，没过多久，失
眠症完全好了，这下儿可以睡好觉了。
我感觉到主与我同在，用祂全能的膀臂
扶持我。突然间心里的忧愁完全消失
了，却充满着属灵的平安和喜乐。感谢
神，又赐给我医治的恩典。
  我在医院被诊断为C型肝炎，于是从那
天起，每天凌晨就向着全能的神，充满
怜悯和爱的神迫切祷告。然后，到医院
重新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一切都很
正常，好像是误诊。’我相信神医治了

我，于是对神表示深深的感谢。
  不但如此，我因车祸留下的后遗症，
极其痛苦的时候，奇迹般的痊愈了，就
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我以前
不信耶稣，在世上彷徨，浪费了宝贵的
时间，为此深深悔改。并且因信耶稣得
救，能够服侍主，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我流的不止是感恩的泪水，同时也有很
多悔改的泪水。
  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出‘我信耶稣
基督’。我觉得在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就是我。能够信耶稣，这真是我最大的
骄傲；能够服侍耶稣，这是我最大的幸
福。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逼迫，我要
因耶和华欢欣、感谢。如今做礼拜的时
候，通过堂会长牧师所讲的道，使我的
灵魂富有；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好
感谢神如此的恩典。
  我很想把自己所经历的神的恩典，传
给别人，好让更多的人经历神的恩典。
我将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传播神的恩
典，并竭尽全力做主工。“在我敌人面
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
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诗篇 23:6) 
哈利路亚！

 没有人喜欢听别人的责备，或者喜欢受
别人的管教。即便如此，可没有人敢说责
备和管教是无用的，及没有一点好处的。
对责备和管教的反应和结果是跟谁、向
谁、为什么、怎样做有关的。圣经里启示
着责备，并管教人类的神。我们有必要对
神的责备和管教，拥有正确的知识，并正
确地理解。
  第一，在本文里清楚地说了，神责备的
人和管教的人。说了“凡我所疼爱的，我
就责备管教他。”
  神所疼爱的人是指，既是被神拣选的
人，又是成为神的儿女的人。相信，并迎
接耶稣基督的人，不但得了救恩，而且又
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是神特别关照的
人，也是神所疼爱的人。因这样的缘故，
若是偏离正路的话，就会得到神的责备和
管教。这是父对儿女的爱的表现。

  神用各种方法和途径责备，并管教自己
的儿女。神责备管教的时候，有时是直
接的，有时是间接的。尤其是通过教会劝
勉，并处罚。责备管教圣徒，这是神赋予
教会的使命和责任。那些原则也记在圣经
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不管神用怎
样的方法和途径责备管教，总之都是出于
爱心的。
  第二，看一下受神的责备和管教的时
候，我们要采取的态度。说了“你要发热
心，也要悔改。”
  责备是指摘别人的过失，劝诫。管教
是，以具体行为表现的责备。受责备的时
候，要采取的态度便是侧耳静听。没有比
当耳边风，漠不关心的态度更不好的。最
重要的是要及时悔改，并且不断发热心。
悔改的时候，不该似做非做，勉强对付。
大卫因拔示巴事件受到了先知拿单的责
备。那时大卫立刻承认自己的错误，诚心
诚意地向神忏悔。并且还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没有知错改错的过程，
就不是真正的悔改了。只是用嘴说，但没
有行为的话，就不是真正的悔改。
  第三，受神的责备和管教的时候，要结
出悔改的果子，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谁都有过失，并

通过反复试验学会。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
也有过失误，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照着
神的话语刚进入迦南地，就遇到饥荒。他
是照着神的话而来的，所以这一次也应该
聚精会神地听神说的话，不过他自作主张
竟然下埃及去了。因这样的缘故，他的妻
子差点被人抢走。幸亏神马上介入解决了
此事，不过他受到王的责备。实际上，是
神责备了他。后来，他们回迦南地以后，
又不等候神的时机，听从妻子的话，通过
夏甲生了一个儿子。由于这样家庭发生变
乱，碰到令人困惑的场面，结果把夏甲和
以实玛利赶出了家。像这样谁都有过失。
  我们不必害怕过失和失败，而要害怕轻
看神的责备和管教，成为不悔改的人。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
候，也不可灰心。”(来 12:5) 要是心甘
情愿地接受神的责备和管教，然后改变生
活态度，并彻底悔改的人，就更能得到神
的认定和爱。希望各位不要把神的责备和
管教当作绊脚石，而要当作垫脚石踏着奋
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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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真的存在吗？宇宙万物是怎样存在
的？人类历史会终结吗？人死了将会怎样
呢？要是有天国和地狱的话，谁能进入天
国呢？人怎样研究也无法得到有关这问题
的答案。虽然有正常的视力，但要是没有
光的话，就无法知道形态和颜色。像这样
有知觉和理性也是，若没有神的启示，就
无法得到刚才我说的那些问题的答案。神
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向人们启示。神藉着
先知和使徒把所说的话，记在圣经里面。
圣子神以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亲自说：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
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
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
他创造诸世界。”(来 1:1,2)
  神的话语是，神赐给人类的应许。不管
你知不知道神的应许，不管你愿不愿意，
总之神的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带
来又大又重要的影响。所以，人生的成功
和失败，幸福和不幸，在于每个人对神的
话语所采取的态度。
   今天呢，看一下我们对神的话语要采取
的正确态度。

  耶稣亲自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
不能废去。”(太 24:35) 神创造天地万物
之后，又制定了大自然的法则。自然法则
是不会变的。谁要是看不起自然法则做事
的话，就将付出因此事而来的痛苦和损失
的代价。神的应许是神制定的法则。即使
有人排斥，并看不起也是，其话语的影响
力和支配力，决不受到任何损伤。排斥，
并看不起的人，将会受到因那事而来的惩
罚。有关其例子记在圣经里面。
  当保罗已经结束了三次旅行布道，再次
来到耶路撒冷时，忌恨他的犹太人控告了
他，于是受裁判。总督不敢得罪犹太人，
便把保罗关在牢里，所以保罗申请要到罗
马皇帝那里受审。就这样，保罗在罗马军
队的指挥官，百夫长的带领之下，往罗马
去了。那时正是刮东北风的季节，所以此
次航行十分艰难。

  保罗坐的船过了基利家旁非利亚前面的
海，就到吕家的每拉。船长和船主决定往
非尼基开，保罗却劝阻他们行船十分危
险。但是百夫长只听船长和船主的话，就
出航了。刚开始微微起了南风，挺顺利
的，但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
风名叫友拉革罗。他们把小船拉上来，就
用缆索捆绑船底。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
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所以连得救的指
望就都绝了。 
  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革哩底，免得
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
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惟独失
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事奉的神，他的使
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
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
的人，神都赐给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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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通过神的使者得到的神的
应许。神的应许是永不变的，所以照应许
成就了。相信照神的话语成就的人，乃是
真正的基督徒。
  基督徒死了以后，灵魂就进入天国。将
来一定复活，永远活在天国里。又善良又
忠诚的人，将得到赏赐和称赞。这都是神
说过的，所以必定成就。相信照神的应许
成就的人，可以预测将来的生活。神是全
能的神、永不变的神，所以记在圣经里的
每一句话，一定会成就的。
 

  第二，各位千万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哥林多前书4章6节记载：“叫你们效法
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可以把基督
徒下这样的定义，‘在神的话语里面生活
的人’。圣经里的许多人，越过了神所定
的界限。人带着原罪出生的理由，是因为
越过了神所定的界限。神为了让救世主降
世，就拣选一个人。救世主来这个世上的
目的是，要拯救受地狱刑罚的人类。神拣
选的那人是亚伯拉罕。 
  我们可以在亚伯拉罕的生涯中看到，他
树立的好榜样。亚伯拉罕经常在神的应许
里面生活，并没有越过神所定的界限。虽
然身边的人都崇拜偶像，可他只事奉唯一
的耶和华神。还有神让他把唯一的儿子以
撒，献为焚祭的时候也默默顺从。他能够
这样顺从，是因为相信神怎样说，就怎样
成就的事实。
  以色列子孙出埃及过了40年以后，在约
书亚的带领之下，终于进入迦南地。那时
他们要占领的第一个城是耶利哥城。耶和
华告诉约书亚攻夺耶利哥城的方法。以色
列兵丁、祭司长、百姓们，每天绕一次耶
利哥城，六日都要这样行。不过第七天，
绕城七次，祭司要吹角。当羊角吹起长
号，众百姓就大声呼喊。这样做的话，耶
利哥城必将塌陷。耶书亚把神的话语传给
百姓，百姓们就服从命令。后来，以色列
百姓终于把耶利哥城拿到手了。
  先知和使徒们受到圣灵的感动，便把神

向他们所讲的话写下来。神的话语在告诉
我们神所定的界限，那都是为了我们的幸
福。希望各位心甘情愿地接受其界限，然
后一定在神的话语里生活，决不过于圣经
所记。
  那么我们看一下‘过于圣经所记’的理
由是什么？
  神说了，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但是跟从宁录的人，越过了神所定的界
限。他们在示拿地平原，要建造的一座城
和一座塔，免得分散。他们为什么越过了
神所定的界限呢？那是因为骄傲，想夸耀
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神对以色列百姓们说
了，耶利哥城里的一切都是归神的，所以
千万不可取那当灭的物。但是亚干把示拿
衣服和金子，藏在自己的帐棚里。他越过
了神所定的界限是因为贪心。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交战的时候，非利
士人抢走了神的约柜。非利士人将神的约
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
一看，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
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
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神又使他们生
痔疮。于是，他们决定把神的约柜运到以
色列人的城邑伯示麦去。 
  伯示麦的人一时好奇，就擅观神的约
柜。那时好多人受神的惩罚而死了。神禁
止人们擅观神的约柜；谁要是违犯这条规
律，就必定死。 (民 4:15‐20) 伯示麦的
人因为越过了神所定的界限，所以受神的
惩罚而死。
  要想用圣经里的话语证明，自己创造的
神学和思想，那就是过于圣经所记的行
为。圣经预言弥赛亚为了拯救罪人，将来
到这世上，代替罪人而死，并从死里复活
升天的事实。圣经预言，耶稣再来的时候
审判世界，圣徒们复活，然后在耶稣亲自
统治的国里，享受永恒的福乐。但是犹太
人热切地期盼政治性的弥赛亚，使以色列
国恢复荣光，因此他们故意不认将受苦的
弥赛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