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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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仁淑

见证

福和咒诅

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
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
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
福… (申 11:26-28)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出生在不信耶稣的家庭，所以小时
候也不认识神而长大。那时，虽然还
小但是每天早晨，一听到从教会里传来
的钟声，就不知为什么感到很舒服。并
且，很奇怪的是，上教会的那些孩子
们，虽然家庭环境不好，生活也艰难，
但从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沮丧和消
沉，总是欢欢喜喜的。所以心里想，总
有一天我也一定去教会，很可惜那时一
直没有勇气去。
  1986年，我跟不信耶稣的青年结婚，
后来生了三个女儿，生活过得也挺富
裕。但不知为什么孩子越长大以后，生
活越安定，越感到空虚寂寞。有一种饥
渴的感觉，经常来折磨我。那时二女儿
得了中耳炎。孩子长期接受治疗，可感
冒一点也不见好，身上还发高烧。
  那段期间，恩典与真理教会的有位区
域长给我传了福音。她非常热情地给我
传福音，并递给传道纸，让我抽空看。
后来，我就跟着区域长开始上教会。刚
开始，去教会的时候，觉得十分尴尬。

他们使用的词语也陌生，还根本听不懂
牧师讲的是什么。即便如此，我还是认
真地去参加礼拜。
  过一段时间以后，靠神的恩典渐渐听
懂了牧师讲的道。那时我真心悔改，接
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深深悔改离开神
的生活，那一刻主的平安临到我身上。
我因罪得赦免，与主同行的生活充满感
激之情，心里的空虚感完全消失了。我
渴望听神的话语，并期待礼拜。
  我为女儿的病，向充满爱的神、全能
的神恳切祷告。正好那时，牧师讲的是
跟百夫长的信心有关的内容，于是我也
向神恳求；“主，主阿，你到我舍下，
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孩子就必
好了。”之后，我参加主日礼拜，那时
堂会长牧师为医治与祝福祷告的时候，
神成全了我的心愿，竟然治好了二女儿
的病。我对神的诚实和全能有很深入的
认识，于是心里更加充满喜乐和感激。
由此，老公和孩子们都接受耶稣为救
主，成就家庭福音化。哈利路亚！
  我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很自然地对不
认识神的人产生怜悯之情，于是很想给
他们传播福音。就这样，我每天带着恩
典与真理传道纸到街上传福音。“因为
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梢的就寻见；叩门
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

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
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
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
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
他的人吗？”(路 11:10-13)
  我为圣灵洗礼，还有为传道的时候所
需要的智慧和能力祷告，那时竟然领受
圣灵洗礼，便被圣灵充满。我得到区域
长职分以后，有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于是尽心尽意求神的义和神的国，
并有了更多的成就感和快乐。神又把福
赐给老公和孩子们。老公是按立执事，
女儿们也在唱诗班里弹钢琴，拉小提
琴。如今，我是一名首区域长，在女生
服事联合会和美化部用心服事。
  像这样，我们家原来是一个不信耶稣
的家庭，但是靠神的恩典归向神，每
天都生活在神的怀里。“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感
谢神，赐给我无限的爱。“我们愿你们
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
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
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
人。”(来 6:11,12) 阿们！
  很希望我们全家人的信心建立在磐石
上，将来当站在主面前的时候，都得主
的称赞；感谢神，一切荣耀归于神!

  人们都不喜欢受咒诅，而喜欢蒙福，
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好多人却对福和咒诅没有正确的
理解和知识。福是什么呢？咒诅是什么
呢？大部分的人随意给自己下定义，然
后还以为自己全都知道了，所以得不到
真正的知识。要想得到有关福和咒诅的
正确知识，就需要考察圣经。要是真想
得到福，那么就应该侧耳听圣经里所记
录的神的话语。
   第一  看一下福和咒诅的本质。
  在圣经里使用的福的词语，具有着神
赐的礼物的概念，它第一次在创世记1章
里 出现。若是不认识创造主神，那根本
谈不到什么真正的福。福的根源是神，
福是神赐的礼物。创世记三章里第一次
使用了咒诅的词语。因亚当的犯罪神的

咒诅就临到人身上；人所经受的痛苦、
悲伤、死亡，以及地狱刑罚都是咒诅。
  第二  看一下避免咒诅以后，蒙福的
道路。
  咒诅是因罪而来。靠人的努力和手
段，无法从罪里得释放，并且又无法脱
离咒诅。我们在这世上的期间受的咒
诅，都是罪带来的结果。来世的咒诅
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因罪而受的惩
罚。但是，神告诉了我们避免咒诅，蒙
福的方法。这方法清清楚楚地启示在今
天的本文里。我们要服从神的命令。把
圣经中的神的命令全部集中在一块，然
后得出的结论是；相信神差遣的救世
主，乃是耶稣基督，同时事奉创造主、
救赎主神。选择咒诅呢，还是选择福
呢？这是让所有的人做决断的。无论
谁，只要信耶稣基督，就能从罪和咒诅
得释放；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  
   第三  我们仔细看一下福的概念。
  东洋人说的福是，长寿、发财、身体
健康、心里舒坦、遵守道德为乐，为
此受别人的尊敬、平安安地老死。五种
是指；寿、富、安康、好德、善终。圣
经里说的福也包括这五种，以及生活环
境美丽而丰盛的状态。亚当犯罪之前，

神赐给人类的自然环境是没有缺乏和不
便的生活，也没有痛苦和悲伤的生活状
态。并且，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使牲畜
和金银极其丰盛。敬畏神的人向神祈
求，在生活里所需要的一切，那时神并
没有拒绝。耶稣也教我们怎样向父神祈
求日用的粮食，乃是在生活里所需要的
一切东西。但是，我们一定注意这一
点。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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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
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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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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我们在使徒信经里察看了，耶稣
基督的诞生、死亡、复活。耶稣超自然的
诞生，以及代赎死亡和复活证明，只有
耶稣基督才是救世主，也是走到神面前
的唯一的路。“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
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
人”；今天呢，我们看一下这样的告白。
 
  第一   升天。
 
  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在不同的场
所向不同的人多次显现。最后在橄榄山
上，当着五百多人的面升天，有一朵云彩
遮住，便看不见耶稣了。耶稣利用超自然
的方法，从天上来到这世界，又用超自然
的方法从这世上升到天上。耶稣升天而
去，那地方有神的宝座。耶稣所传的福音
是天国福音。耶稣在山上给门徒们讲了八
种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
他们的’，最后讲的是‘为义受逼迫的人
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八种
福气当中，第一个福就是拥有了天国，最
后的福也是拥有了天国。这是在说明人们
得到的福当中，最大的福就是进入天国。
  耶稣答应门徒们说：“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
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
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
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
里。”(约 14:2,3) 耶稣为圣徒们预备的
地方称作父家、神的帐幕、乐园、天国、
新耶路撒冷等等；代表这些名称的叫做天
国。天国是我们的主耶稣统治的地方。虽
然我们无法知道天国的位置和场所，但我
们清楚地知道天国远远超过我们的所能理
解的。
  启示录21章和22章里明示着，天国里有
的和没有的。天国里只有天军天使，而没
有魔鬼和恶灵。天国里只有义人，而没有

罪人；只有诚实，而没有虚假；只有美
丽，而没有丑恶；只有白天，而没有晚上
和黑暗；只有永生，而没有死亡；只有喜
乐，而没有哀痛和眼泪；只有富有，而没
有贫穷和缺乏；只有健康，而没有疾病；
只有爱，而没有憎恶。耶稣为圣徒们要
预备这样的住处，所以升到天上去了。圣
徒呢，因为相信这样的事实，所以绰绰有
余，并始终怀有希望。

  第二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这表示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工作。罪恶
多端的人要进神的国，就需要两种条件。
应该无罪、称义。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那是为了代赎我们的罪，并且耶稣的
复活升天，又证明他完成了代赎工作。换
句话说，就是信耶稣的人被称为义的意
思。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在说明
祂的绝对主权。诗篇第110篇记载：“耶
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
你仇敌作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
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
列王。”(诗 110:1,2,5) 耶稣坐在神的
右边，祂的统治权是绝对的。耶稣坐在神
的右边，这也包括耶稣替我们祈求的意
思。罗马书8章33节，34节记载：“谁能
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或作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谁能定他们
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
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
求。”“我信耶稣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
的右边”，这样告白的人，在耶稣基督里
已被称义。并且一边想着坐在神的宝座右
边，替我们祈求的耶稣，一边勇敢去面对
生活。
 

  第三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
人死人。
 
  圣经非常清楚地启示了耶稣再临的理由
和目的。耶稣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审判世
界；耶稣施行的审判可以分为三种。
  1．圣徒们将要受的审判；就是按着我
们所行的得赏赐的审判。“人在那根基
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
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
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
经过的一样。”“看哪，我必快来。赏
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启 
22:12)
  2．不信耶稣的人所受的审判；就是地
狱刑罚。
  3．魔鬼和他的使者们所受的审判。千
年王国来临的时候，他们将被关在无底坑
里，然后被扔在火湖里。阴间，为魔鬼和
他的使者们所预备好的永远的火里，硫磺
的火湖，火湖，这都是指地狱。不管怎
样，人千万不能去地狱。耶稣说了：“那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
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
他。”(太 10:28)

  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这问题的答案在
圣经里。圣经记载，‘但那日子、那时
辰，没有人知道。’(太 24:36) 但是，
我们都知道主的再临迫近了，那是因为有
征兆。我们有必要观察这样的征兆，并可
以在好些地方能看到再临的征兆。
  1．在自然界里看到的征兆。地震、海
啸、气象反常的次数和规模增加等。
  2．在国际社会中看到的征兆。
属国成为独立的国家，以色列国的恢复，
敌基督国的组成，世界大战，杀伤性武器
的开发等。
  3．在社会看到的征兆。
离婚率的增加，同性恋更加普遍化。
  4．在宗教界和基督教会里看到的征
兆。宗教一致，合一运动，变质的神学，
异端泛滥，大规模的背教行为等。

  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那日
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太 25:13) 
但是在另一方面千万小心被世界末日论者
迷惑。大部分的异端利用严重歪曲的世界
末日论，以及严重歪曲的耶稣再临来诱惑
圣徒，所以教会绝对不该马马虎虎地讲耶
稣的再临。预备耶稣再临的最基本态度，
就是尽最大努力传福音和服事，并且要果
断排斥歪曲福音的人。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这样记载，耶稣
再临的时候，圣徒们要经历的事情。“因
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
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
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
远同在。”(帖前 4:16,17) 耶稣将带着
已经经历肉身死亡的圣徒的灵魂而来，那
些灵魂与复活的身体相遇。当时活着还存
留的圣徒，眨眼之间，就会改变。‘从那
里’是指‘从那儿，从那边’；意思是神
的宝座右边。
  只要相信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
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的耶稣基督，就是最有福气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