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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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咸贞子

见证

不偏离左右的生活

…你们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
(申 5:32,33)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结婚以后，在乡下开了一家小卖店。
那时一边管理小卖店，一边干农活，又生
了四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身体总
觉得疲劳，又感到疼痛，于是到医院做检
查，结果被诊断为神经性胃病。吃药也不
见效，就请了巫婆跳大神。即便如此，还
是没有一点效果。我病得越来越厉害，几
乎喘不过气来了。
  我家前面的邻居是基督徒，所以经常能
听到他们唱的赞美诗，可我没怎么在意。
不过，自从生病以后，不知什么开始却侧
耳听他们唱的赞美诗。每次听赞美诗的时
候，就觉得好激动，真是好奇怪了。我就
想，只要去教会的话，一定能治好病。虽
然当时因小卖店和农活忙得团团转，但认
真参加礼拜，听牧师讲的道，又参加凌晨
祷告会和通宵祷告会。参加主日礼拜的时
候，唱了405章（奇异恩典何等甘甜），那
时自然地悔改自己的罪，并流了好多泪。
我真心悔改以后，接受主耶稣作救主。
  从那天起，参加礼拜听讲道、祷告、赞
美，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不知不觉
身体好了，药也不用吃了。身体完全恢复
健康，不必上医院接受治疗，真是感谢
神。突然眼前的世界竟然变得那么美好，
神的能力真的好奇异。

  1981年，因丈夫的艳遇，给家里带来极
大的痛苦和挫折。我觉得神好像在试探我
的信心，于是流泪向神恳求，愿神赐给我
一颗宽容的心，好去原谅丈夫。又恳切神
改变丈夫，不要让孩子们成为没有爸爸的
孩子。我很后悔没有竭尽全力给丈夫传福
音。没想到，神应允了我的祷告。
  第二年，我们为了新的生活，从乡下搬
到首尔郊区租一间房子住了。丈夫在仁川
的一家医院管理科工作。虽然生活环境不
好，但在主内抱着希望生活，所以比任何
时候都舒坦、快乐。我亲身经历过神的爱
和能力，所以一边祷告，一边相信神一定
给我们一个新的房子。除了丈夫以外，我
们一家人在一个教会接受洗礼。

  有一次，我参加主日礼拜听牧师讲道的
时候，突然牧师的脸变成丈夫的脸。我觉
得好奇怪，刚开始还以为眼睛有毛病呢。
回家以后，给丈夫讲了此事，他说，虽然
有些荒唐，但可能会发生好事。果然，那
天晚上听到了好消息。我们在乡下有一块
儿地，原打算卖掉它，可价格不理想，所
以一直没有卖出去。但是有人竟然想买那
块儿地，而且价格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
高。充满爱和怜悯的神，应允我的祷告，
并伸出了全能之手。就这样，我们买了一
套新房子，孩子们也特别高兴。我心里充
满感激之情，不禁感谢赞美神。
  以前，我总担心养不好那四个孩子，但
是自从接受耶稣以后，神是我随时的帮
助，所以顺利地供孩子们上学读书，并结

婚。神又赐福与我们，没过多久，我们又
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跟那些区域里的圣
徒们在我家做礼拜，别提有多高兴了。
  2007年，丈夫因摩托车事故，头部受重
伤，竟然做了五次的手术。医生也说了，
再也不能保证丈夫的生命。在这样的危急
时刻，我们没有灰心，而向着全能的神，
医治的神恳切祷告。那时神拯救丈夫，把
他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直到现在一直都健
健康康的。

  没过多久，神让我们家恢复正常。神让
我们认识到困难的根本原因，因此能够明
智的对待问题了。比什么都重要的是，神
让孩子们变得更加诚实。丈夫说这一切都
是神的恩典，便接受耶稣为救主，用心过
着信仰生活。孩子们也死心踏地依赖主耶
稣而生活。我如今是一名劝事，在圣餐室
服事；比以前更热心，更积极的为区域里
的圣徒服侍；这必然是转祸为福。
  感谢神，成为我们的牧者，并让我大有
能力地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感谢神，
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赐给我勇气和能
力，并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我在祷告，让
我们家世世代代敬畏神、爱神、经常祷告
赞美，并为教会和邻居献身，就像主耶稣
始终爱我们一样。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圣经里多次提到，不可偏离左右的话
语。这不是说，让你采取中立的态度，或
者站在中间。而是说，已经制定，所以不
能改变的道理，就是按照原则去做的意
思。其原则是神赐给我们的，也是在圣经
里所启示的。信仰生活是在圣经里启示的
正道，就是按照已定下来的路走的。
   
  要是完全理解信心与行为的关系，那么
我们的信仰生活，一定会走在正常的轨道
上。反面，要是没有正确理解其关系，那
会带来信仰的混乱，所以上教会也不能得
救，或者受到异端的迷惑。没有信心的行
为，无法让我们得救。没有真正的信心，
只是在行为上看，或者在表面上看是一名
优秀的圣徒，但最终并不能得救。没有行

为的信心也是无益的。有些人虽然做了信
仰告白，又经常祷告，但是在人际关系、
社会、家里，很难看到基督徒样的行为和
言行。这样的人拥有的信心，很可能不是
真正的信心。要是有了真正的信心，就会
结出相称的果子。没有果子，没有行为的
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那只是知道，而
不会做。
  在信心与行为上不可偏离左右，这话是
说明信心与行为要并行。圣经雅各书第二
章讲了信心与行为，同时举了因行为称义
的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把他唯一的
儿子以撒献在坛上，这是因为相信神的应
许。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
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与行为绝不矛盾，
有了真正的信心就有行为；有了真正的行
为，就有真正的信心。这行为的原因和动
机，出于对神的信心，乃是对神话语的信
心。我们的信心要与行为并行，并且藉着
行为将信心表现出来。  
  第二  对律法与恩典，不可偏离左右。
  人不能完全遵守律法。那么神赐给我们
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律法的作用又是什
么呢？神为了让人们知道罪的本质，而赐

予律法。有律法之前，人们无法认识罪是
什么，但是自从有了律法以后，就知道了
罪是什么。并且，律法又告诉人类不能完
全遵守律法的事实。律法让人类完完全全
地服从，以及不断的顺从、彻底顺从，所
以谁也不能因行律法称义。还有律法不能
赦免罪，或者拯救罪人。律法只能让人们
认识罪，然后到耶稣面前来。
  因行律法得救，或者相信耶稣基督，也
要遵行律法，这样才能保全得救的教导，
就是偏离左右的。因信耶稣基督蒙恩得
救，所以怎么做都无所谓，这样的教导也
是偏离左右的。正确的信仰是，因信耶稣
基督蒙恩得救，所以心里充满喜乐和感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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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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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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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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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信经里有这样的一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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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我把这内
容分为耶稣的诞生、死亡、复活以后，要
讲给大家听。

  第一个是，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
利亚所生。

  耶稣的诞生并不是宗教界的一个伟人的
出生。耶稣的诞生是一件奥秘而惊奇的事
件；神披戴肉身，以人的模样来到这世
上。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
神。称作永生之道的圣子神，披戴肉身，
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世上。约翰福音一章这
样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
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
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
的。”(约 1:1-3)“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
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
光。”(约 1:14)圣子神照着圣父神的旨
意，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对于这样的事实，人们会产生两种疑
问；一是，真有那样的事吗？另一个是，
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圣子神由童贞女马利
亚所生，这是可能的事吗？这问题是马利
亚向天使问的话。天使加百列向马利亚显
现，那时马利亚已经跟大卫的子孙约瑟订
了婚。天使对他说：“马利亚不要怕，你
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
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
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
没有穷尽。”马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
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

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
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
子）”(路 1:26-35) 无论谁，只要相信创
造天地的神，就容易相信童贞女马利亚因
圣灵怀孕的事了。
  那么，神为什么藉着童贞女马利亚，以
肉身来到这世界呢？我们看一下这问题的
答案。神为了拯救罪人，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代赎。只要有人代替罪人担当罪
人该受的刑罚，那么罪人就能得饶恕。无
罪的人，才能代赎世人的罪孽，但是亚当
的子孙都带着罪恶出生的。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 
在旧约时代献的赎罪祭，那只是代赎者的
形状和影像而已。无罪的圣子神，因圣灵
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祂以人的模
样来到这世界，其理由就在这里。

  第二个是，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
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这句话里很深刻
的意义。这是在证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的事件。耶稣为了代替我们受苦、受
死，而来到这世上。“他本有神的行像，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凡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
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 在十
字架上处死，这是在罗马最残酷的一个刑
罚。各位想象一下，光着身子被钉在十字
架上的场面吧。那羞辱和痛苦是简直没法
儿形容的，在这样情况下哪有什么人格。
  耶稣受的苦难，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事件意味着什么呢？以赛亚书第53章记
载：“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
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
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
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
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
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
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 53:4-6) 
耶稣承受的苦难和死亡是，在十字架上代
赎受苦，受死。‘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
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所以
这句话是我们的信心和告白的中心。

  第三个是，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
中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耶稣超自然的诞生
和代赎死亡，同时也是基督徒信仰的基
础。耶稣的复活确证，我们的罪得到完
全的赦免。起初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犹太
人。他们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星期天，就是
主日做礼拜，那天是犹太人一直遵守安息
日。然后有了新约圣经，是基督复活的证
据。新约圣经里记载，有关耶稣复活的六
个见证。其中的三个是耶稣的门徒约翰、
彼得、马太等，亲眼见到以后见证的。保
罗给信徒们写信的时候说了，不光是自

己，而且看这封信的人，都可以毫无疑心
地接受耶稣的复活，并且又是很多人知道
的事情。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除了这些
以外还有很多。空坟墓，以及耶稣复活以
后多次向许多人显现。
  有些人不想承认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
的主张大概有五种。第一个主张是，使徒
们偷走了尸体。当时门徒们丢下耶稣，都
吓跑了。他们根本不敢为了偷走尸体，跟
罗马兵斗争。再说，既然偷走了尸体，那
为什么舍生命传播耶稣的复活呢？这是绝
对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主张是，犹太当
局，或者罗马执政官偷走了尸体。若是这
样的话，使徒们传播耶稣复活的时候，他
们公开藏起来的尸体就好了，但并没有那
样。第三个主张是，那些妇人过于悲伤，
所以看到了另一个空坟墓，就以为耶稣复
活了。要是这样的话，犹太当局公开尸体
就好了，但他们并没有那样。第四个主张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死，只是昏过
去了。假如接受十字架苦刑的时候，真是
晕过去了，那么在坟墓里醒过来以后，能
用那样的身体挪开沉重的石头，逃开罗马
兵，出现在门徒们面前吗？彼得进空坟墓
里一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又看见耶稣
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
一处卷着。除了从死人中复活以外，就没
法儿解释了。第五个主张是，因为门徒们
非常非寻常的期待耶稣复活，所以可能看
到了幻想。40天之久，复活的耶稣多次向
门徒们显现，但是每次出现的时间、场
所、人都不一样。没有人能够否认耶稣的
复活，因为有确实的证据。
  不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就把耶稣的诞生
当成一个伟人的诞生。他们只是对耶稣的
死亡表示深深地敬意，说耶稣有崇高的精
神和勇气，但是对耶稣的复活无话可说。
耶稣亲自预言他的死亡和复活，并成为事
实。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代替世人的
罪而死；战胜死亡权势，从死人中复活
的人只有耶稣一位。把称为耶稣基督的诞
生、死亡、复活的客观事实，当作对主耶
稣基督的信仰告白的根据，那么他就是最
有福的人。亲爱的圣徒们，耶稣的诞生和
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及受死，还有从死里复
活，这都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请各位要竭
尽全力去传播得救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