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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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娜琜

见证

用圣经里的话语来对付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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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6:25-34)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是在青年团契服侍的姊妹。我上中学的
时候，跟朋友一起到教会参加过几次礼拜，
但没有继续上教会学圣经，所以并没有具有
对主耶稣的信心。我爷爷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临死之前，说：“你们千万不要进行祭
祀，一定要做礼拜。”因爷爷留下了这样的
遗言，所以我们一旦到了忌日，就聚在一起
做家庭礼拜。我叔父的一家人都用心事奉
神，因此由叔父来引导我们做礼拜。
  我上高三，正忙于学习。那天是爷爷的忌
日，我们聚在一起做礼拜的时候，叔父读
了这样的一段经文；“看哪，我站在门外叩
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
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
3:20） 叔父再三叮嘱我们，一定敞开心门
接待耶稣，要过信仰生活。
  高中毕业以后，有了空余的时间，那时突
然产生了想去教会的念头。是叔父传给我的
圣经话语打动了我的心，并且又想起了特别
疼爱我的爷爷，经常看圣经，为家人祷告的
场面。母亲给我介绍了有位基督徒阿姨。她
是恩典与真理教会的一位虔诚的区域长。我
通过她的引导及照顾，开始过了信仰生活。
我用心上教会参加礼拜，靠圣灵的帮助，正
确地认识了创造主神和救世主神，并且接受
耶稣作救世主。
  刚信主耶稣的时候，虽然身体不舒服，但
坚持参加礼拜，因为坚信只要上教会做礼
拜，就一定会好起来。因这样的缘故，好多

次亲身经历了神医治的大能。当时不管遇到
多大的事情，反正只要一祷告，心里就充满
神赐的奇异的平安和自由。所以我更加相
信，并依赖神，又更加深爱教会。
  我以礼拜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生活的
时候，教会里的执事们劝我服事。我以服从
神的心，开始在青年团契服侍，同时又在教
会学校服侍。过去，我只是参加礼拜，但自
从参加服事以后，信仰变得更加坚固。不管
在怎样的情况也坚守信仰；在教会做礼拜、
服事的时候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千言万语
也难说尽。能够为别人祷告，这是我的荣
幸；能够祝福别人，这是我的福气；能够照
顾信心软弱的姊妹和孩子们，这是我的特
权；我因这样的事感到自豪，又有成就感。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
美德。”(赛 43:21) 我在唱诗班里服事的
时候，懂得了神说的这话，于是更加尽心、
尽性、尽意称颂主耶和华神。在教会学校服
事的时候，为了给孩子们教圣经，为了他们
的信心增长，我也开始用心学圣经、默想圣
经，所以得到了属灵的知识。刚开始缺乏能
力，但是依靠神的帮助和圣灵的恩典，尽最
大努力去做的时候，竟然得到了神赐的能力
和智慧。我通过此事深深明白，当神赐给我
们职分和使命的时候，只要顺从的话，就蒙
受神的帮助、蒙受神的带领，并且又能得到
神赐的能力和智慧。 
  大学毕业面临就业时，遇到很大的麻烦。
虽然上大学的时候，认真过了信仰生活，但
是对毕业以后的生活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
有做好准备，所以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精
心做好就业准备的许多朋友们也都失败。就
业困难的现状，以及渺茫的前途和家庭环
境，给我带来好大的压力和烦恼。我因这样
的事苦恼，甚至产生了消极的想法，那时把

一切交托给神之后，开始专心祷告。“人
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
步。”（箴 16:9）我坚信神的话语，便为
了更加热情地做主工，为了神的荣耀，为了
给别人做出信心的榜样，为了远大的理想向
神恳切祷告。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
8:28）神用这样话语来安慰我，并赐给平
安，叫我耐心等候。我坚守神的话语祷告的
时候，得到神的应允。感谢神让我深深明
白，找一份好工作是一件重大的事，但是传
福音，荣耀神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我为了
找到一份别人羡慕的工作而努力，却忘记了
神的荣耀，于是为此事深深悔改。我明白了
要遵行神的话语，就应该放弃自我，一心为
神的荣耀、得主的喜悦设立目标以后，再祷
告。准备就业的时候，耶稣基督竟然成为我
人生的目标和盼望。 
  后来，靠神的帮助和安排终于找到一份好
工作了。更感谢的是，神让我在最有发展性
的单位工作。上班的时候，经常感觉到神与
我同在，并引导我的事实，于是充满感激、
快乐。我很感谢神对我的安排；我担心疏于
礼拜和服事，于是竭尽全力参加礼拜，积极
服事。

  要是把忧虑和担心不当回事，就容易成习
惯。这样的习惯百害而无一利。忧虑会对
人的健康带来损害；失眠症、胃肠病、高血
压、心脏病、头痛、失去视力都跟忧虑有
关。忧虑对精神也带来负面影响；导致圣经
衰弱、忧郁症、神经过敏、无气力症、失去
判断能力。忧虑对灵性的生活也带来负面影
响。因过于忧虑，就想利用不符合圣经的方
法来解决问题，或者受异端的迷惑。过于忧
虑的话，信仰就将变得软弱无力，还给身边
的人也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
要忧虑，并说了其理由和对策。
   首先，耶稣说了不必忧虑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当然

给我们在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太 6:25) 
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神特别疼爱自己的儿
女。(太 6:26,28-30)神的儿女受到神特别
的关照、帮助、引导。第三个理由是，忧虑
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太 6:27)所以我们不
必忧虑。
  然后，耶稣讲了有关对付忧虑的方法。

  彼得带着雅各和约翰到加利利海去打鱼。
这一天, 他们劳累了一整夜, 没有打着什
么, 就着清晨的曙光在岸边洗网。远远的看
见一大群人，向他们的船走过来。耶稣向彼
得借了船。彼得先把自己的事放在一边，便
把船借给耶稣。耶稣讲完了，转过来看着
彼得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吧。”彼得听从耶稣的话下了网，果然发生
了惊奇的事。彼得招呼另外那只船上的同伴
来帮助，他们就来把两只船装满，甚至船要
下沉。彼得为耶稣提供空船、提供时间，并
没有把自己的事情放在首位，而先做了主的
事情，那时他圈住的鱼多得险些让网裂开。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
要加给你们了。’主把这句话运用在彼得身
上。要是亲身体验这话语，就会明白对付忧
虑的最好方法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当然，对于明天没有什么打算，这绝对不是
正确的态度。基督徒应该为前途作计划，并
做好准备。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忧虑，尽
最大努力过好今天，然后再为明天作计划，
并准备。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必不
叫你们受试探过於所能受的。(林前 10:13)
之后说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
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希望这句话成为各
位不忧虑的理由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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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信仰是完全基于圣经的。圣经是
由历史、律法、诗歌、书信，等组成的。
其核心是‘启示了藉着神的儿子耶稣基
督，拯救罪人的神的旨意，及成就。’换
句话说，圣经记录的是，神赐给人类的得
救的恩典和真理。把这样的内容加以系统
整理的便是教理。所以学教理，就对健全
的信仰，以及充满活力的信仰生活有许许
多多的好处；就像让身上的骨骼和肌肉更
加结实一样。使徒信经乃是概括其教理的
重点而编写的。我们看一下使徒信经里的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

  首先说了‘神独生的子’

  圣经多次多方启示耶稣是神的爱子。耶
稣受了洗，随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
开了，就看见神的灵，彷佛鸽子降下，落
在他身上。那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
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 3:16，17)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
门徒们正打盹的时候，突然有一道灿烂的
光彩照射着他们。他们睁开眼睛一看，耶
稣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
如光。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那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
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
祂。”(太 17:1-5)
  指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意思是这样；耶
稣虽然像我们一样有肉身，但是与父神具
有同等的本性。这是说明耶稣身上充满神
性，及有无限的智慧、能力、圣洁。约
翰福音第1章18节记载：“从来没有人看
见 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
来。”“神既在古时藉着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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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
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边。”(来 1:1-3)

  耶稣是唯一的救世主，绝对不会存在另
一个救世主。因为称为‘神的独生子’的
人，只有耶稣一位。使徒彼得被带到犹太
宗教指导者和文士面前遭受威胁，可他勇
敢地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
着得救。”(徒 4:12)
 

  然后说了‘我们的主’
  
  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不但是信他名的
人的主，而且又是整个宇宙的主人。腓利
比书第2章10节，11节里启示：“叫一切在
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
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
荣耀归与父神。”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17
节记载：“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
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
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
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
有也靠他而立。”
  相信耶稣为主的人，将以耶稣中心
计算，并解释人类的历史。实际上人
类历史都是以耶稣中心计算的。记述
历史年代的时候使用 B.C.或者A.D.。
B.C.(Before Christ)是说明，基督的诞生
以前。.D.(Anno Dommini / in the year 
of our Christ)这话的意思是“主的年
份”，是说明耶稣诞生以后。耶稣基督是
历史的分水岭。接受耶稣为主的人，应当
彻底服从耶稣的话语而生活，因为耶稣的
话语具有权威和权柄。
  我们应该用实际的行动来接受耶稣为
主，不应该只在口里称呼主。耶稣对门徒
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太 16:24) 
耶稣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是为了
舍己。舍己的意思是；把违抗主的旨意、
主的要求、主的话语，都钉在十字架上。
把自己的主张、理论、思想、哲学、习
惯、爱好，不管是什么都应该钉在十字架
上。信耶稣的人，都把自己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对准耶稣。以耶稣为中心树立生活目
标。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才能让我们的

生活更加有秩序、更加安定，并能享受真
正的幸福。

  接下来说了“耶稣基督”

  ‘耶稣’的名字是，耶稣诞生之前天使
向约瑟提起的名字。“他将要生一个儿
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
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 来。”(太 1:21) 耶
稣受父神的差遣，为了拯救罪人而降世。
‘基督’意思是‘受膏者’。看旧约圣经
就知道，在犹太社会立君王、祭司、先知
的时候，必须接受膏油倒在头上。当时，
这职分严格的三权分立，所以无法侵犯其
他领域。但是耶稣基督以先知、君王、祭
司，三重职分执行救赎工作。先知传达神
的旨意，预言未来。耶稣执行了先知的职
分。祭司长为人们向神献祭物，并祷告。
耶稣将自己献为挽回祭、赎罪祭，并且又
为我们祷告。君王有权力管理，并保护百
姓。耶稣以君王的权势和权威活动。耶稣
基督是先知、君王、祭司，祂完全执行了
这三重职分。
  无论谁，只相信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
主，就不能得救。应该相信神独生的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虽然知道各
种知识和技术，但是若不认识神独生的
子耶稣基督，那么最终就会成为一个最可
怜，最不幸的人。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
整理这信仰告白里的内容是这样。
  1. 我相信耶稣是神独生的子，与父神具
有同等的本性。
  2. 我相信耶稣是宇宙、历史、我们的主
人和中心，也是我们的主。
  3. 我相信耶稣是救世主，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并且又是把神的旨意和
将来的事告诉我们的中保者。我相信耶稣
是以君王的身份来管理，并保护的基督。
在世上没有比耶稣基督的名字更宝贵，更
尊贵的，永远都是这样的。只要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是谁，就不能不跪在耶稣基督的
名面前，也不能不称颂耶稣基督的名。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
能这样告白是一种幸福。希望各位的心中
充满无限的感激和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