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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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权恩知

见证

审判罪人的神

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
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
再叫你来… (徒 24:24-27)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父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唱诗班里认
真服事。所以我也从小时候开始，在主日学校受
到老师和教牧人员的关爱而长大，又在唱诗班里
服侍。星期天，父母在唱诗班里练习赞美诗的时
候，我在教会玩儿。母亲每天晚上为我祷告，父
亲经常给我讲圣经故事听，还有一到我的生日，
或圣诞节，就给我买圣经和犹太教法典。但是，
我上中学以后，进入思春期的时候，渐渐不喜欢
去教会了。虽然父母硬拉着我去教会，可经常迟
到、打盹，甚至礼拜还没有结束就回家。当时，
我向唱诗班指挥老师问：“老师，您听讲道的时
候是否很厌烦？”那时老师回答：“牧师讲的道
特别有意思，我很想听。”我听了这话以后，觉
得好稀奇，根本不能理解老师说的话。虽然那时
我不认识神，但如今却敢肯定藏在心里的神的话
语，确实在心里做工了。
  

  上大学以后，感觉自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内心
总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于是开始喝酒，交朋友。
即便如此，却带来的只是一个更大的伤害、孤
独、空虚。我对各种哲学和人文学，甚至对其他
宗教也有关心，并且心里总想着，人为什么活？
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痛苦？上人文学科以后，还对
圣经进行理性的批判。我只想用我的知识和经验
来理解圣经，所以无法接受圣经。就像给井边的
撒马利亚妇人一样，我也有了心灵的饥渴。我一

天天过得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事都没有兴趣。
  有一天，我看见桌子上的一本圣经，原来是同学
放的。那时看的是诗篇；圣灵感动了我的心，看
圣经看得都入迷了。我被圣经里的每一句话深受
感动。从那起，一有时间，就看圣经。以前上教
会做礼拜没有得到任何感动，可现在呢，迫不及
待地参加礼拜，并开始爱慕神的话语。当初，我
迫不得已在唱诗班里服事，心里没有任何感动，
可现在呢，赞美诗歌词却让我流泪。觉得那么无
聊的礼拜，却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神的话语进入
我的内心深处，把我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刺
入剖开。 
  后来，我参加了教会里的青年会聚会。跟那些
青年在主内来往，并重新认识了基督的爱，这让
我无比的快乐。当我看到有一个青年流泪见证，
耶稣十字架的爱，以及牺牲的时候，受到很大的
打击。虽然，我听说过主耶稣的代赎之恩，但没
有什么感触，因此也想体验神充充满满的恩典和
爱。参加青年修练会的时候，恳切地希望得到圣
灵的充满。神虽然没有马上应允我的祷告，但是
听讲道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逐渐明白了主耶稣
的爱。在这过程中神彻底让我明白，靠自己的努
力和知识是根本不能理解圣经的事实。我终于接
受并相信创造主神、复活的神、说话的神；这一
切都是神的恩典。以前我那么自私，对主的爱一
无所知，但现在完全变了。
  2012年，我在主日学校服侍的时候，信心逐渐增
长，变得坚固了。当我看到天真可爱的孩子们，
因学业和各种问题烦恼的时候，就想起了以前不
认识神的我，于是为那些孩子们流泪祷告，抽空
跟他们聊天、交往。对我而言，跟孩子们在一
起的时间，就是最快乐的一刻。感谢的是，我在
主日学校经历了神惊奇的爱和恩典。那些绝对不
可能变好的孩子们，竟然靠神的恩典完全变了另
一个人。当我看到那些孩子时，就别提有多高兴
了，心想‘在我眼里他们那么可爱，那么天真，
在神的眼里他们和我一定十分美好。’还有看到
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们，就知道了长久的忍耐是痛
苦的，并想到了长久忍耐的神。我心里充满属灵
的喜乐，完全明白了神掌管我的生活，一切都照
着神的计划而进行的事实。
  现在，我很为我的前途担忧。自从进入研究生院
以后，不断努力希望把自己所有的心思和梦想，
还有价值，都放在耶稣身上。我愿意为基督的荣

  就这样，我放弃自己的所有梦想和目标，然后
为得到神的引导、神赐的梦想、成为神合用的器
皿而开始祷告。每次，堂会长牧师来我们板桥圣
殿的时候，我就跑去接受牧师的祝福祷告。不
管遇到多大的事情，只要一听到牧师所讲的道，
所有的忧虑就马上消失，同时心里充满属灵的安
慰和平安，又明白了我的前途是光明的。神恩上
加恩，赐给我充充满满的恩典，让万事都互相效
力。很感谢的是，我长久祷告的问题，终于得到
神的应允了。
  今年二月份，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研究院的经
济学科。在毕业典礼上，我代表所有学生领了学
位证书，便把荣耀归给神。我向几个海外大学提
交入学申请书，如今都听到了合格通知书，愿荣
耀归于神。有时因学业和主日学校的服侍筋疲力
尽，带来很大的压力。几年前，父母搬到郊区，
所以只好我一个人租房子住。每周星期六和星期
天，从首尔到板桥不是很容易的事，路也挺远
的。但是，神怜悯我，赐给我新力和智慧，让我
更加勤奋学习，拿到优异的成绩。
  今年一月份，参加周五祷告会的时候，妹妹得到
圣灵的恩赐。父母搬到郊区之后，我作为长女，
有责任照顾妹妹。所以去年我最大的祷告题目之
一，就是让妹妹充满圣灵，认真过信仰生活，并
在唱诗班里服侍。但是，神很快地应允了我的祷
告，为此感到特别高兴。不但如此，还考上了她
那么想去的大学。当看到妹妹将荣耀归给神的行
为，我也感谢赞美充满爱和怜悯的神。
  最近，我每天深刻地体验到神的恩典。以前无
法理解的神的有些话语，如今越听越有趣儿。我
从中得到了在世上无法得到的快乐，并且更加爱
慕神的恩典和能力而生活。我现在祈求，希望在
神面前更加谦卑，每天都体验神的恩典而生活。
还有，将来站在主面前的时候，希望从主那里听
到，你是又善良，又忠诚的称赞。相信神一定成
全我的心愿，并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

  人人都应该得救。在圣经里说的得救是指，
从罪里救出来的意思，同时又说明在审判中得
救的意思。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因罪而来的审
判，这是无法避免的。圣经里记载得救的真
理，同时也记载跟审判有关的内容。得救和审
判是不可分离的，就像铜钱的正面和背面关系
一样。我们应该对得救的恩典和真理，拥有正
确的知识，不但如此，也应该对审判要有正确
的知识。换句话说，为了传播得救的消息，就
得传播因罪而来的审判。
  第一，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审判的神。
  神适合施行审判。神是绝对主权者，神是
爱，是公义的神，有无限的智慧和权柄。所以
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而且谁也不能避免，也不

能承担的。圣经里记载神曾经施行的审判。神
的审判经常临到个人、集团、国家、民族，如
今也有。其中最致命的审判乃是，因亚当的不
顺从，全人类面临的罪和死亡的审判。
  第二，神的审判，并不仅限于这世界，而是
审判所有罪人的最后审判。
  从亚当到现在人们所受的审判是，最后审判
的预备阶段。耶稣基督的再临以后，将施行末
日审判。耶稣亲自讲了有关最后审判的内容。
(太 25:31-33,41,46) 还有启示录第20章里记
载，有关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最后的审
判。在世上没有得救的人，将会站在这审判台
前。但是有些人随意解释永远的刑罚，或者真
实存在的地狱。他们主张，人死了以后也有机
会，或者刑罚结束，灵魂灭绝。 但是，在圣
经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内容。就像圣经所说的
一样，人人照各人的行为受审判。然后，在白
色的大宝座面前，受审判的那些人，将被扔进
火湖里。
  第三，审判的神，又是拯救的神。
  要是知道神为了拯救罪人所做的事情，就不
能不受感动。神对犯罪的亚当宣布了最初的福
音。(创 3:15) 这预言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

架苦难，以及从坟墓里复活而成就。亚当和夏
娃违抗神的命令的时候，神为他们做了皮衣。
(创 3:21) 这样的事件里也含蓄着福音。这是
为了赎人类的罪，在旧约时代献的赎罪祭的模
型。并且又预示着将来要担当全人类的罪，代
替罪人受苦而死的耶稣基督。神向罪人的要求
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信心；是对救世主耶稣基
督的信心。在旧约时代人们因相信将要来的救
世主，就得了救恩。但是在新约时代里的人
呢，相信按照圣经受苦而死，按照圣经复活的
耶稣基督，就能得救。
  要是真晓得神的审判，就没有人会拒绝救恩
的。但是有许多人却不知道神的审判，或者听
了也不信。就算是听了以后，害怕了，也被
世上的欲望所控制，所以放弃得救。在圣经里
警告“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
判。”(来 9:27) 死亡、审判都是必然的。为
了避免这可怕的审判，我们在这世上的期间必
定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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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圣灵”，这是文字简洁、压缩的一
个表白。在这简单明了的告白里，含蓄的真
理和恩典极其丰盛。但是如果不认识圣灵，
那么这样的告白就将成为没有内容的告白。
今天呢，我们一起察看一下，圣灵、圣灵的
属性、圣灵的象征、圣灵的情感和意志。
 

  第一  看一下圣灵是神的事实。
 
  圣灵是神的一个位格，与圣父、圣子三位
一体。使徒信经十分明确地让我们，向三位
一体神表白信仰。首先是“我信上帝，全能
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然后是“我信我主
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最后是“我信
圣灵”。所以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告白；我
信圣父、圣子、圣灵神。创造万物之前，就
已经有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神。三位
一体神，用同样的想法和旨意协力，所以在
真正意义上三位是一体。圣父创造世界，圣
子救赎罪人，圣灵使人成圣，虽然神的三个
位格不同，但绝对的和谐，绝对合一。圣父
是创造主，但是圣子与圣子也一起做工。圣
子是救世主，但是圣父差遣圣子，让他因
圣灵感孕，以肉身来到这世界。圣灵使人
成圣，不过圣父和圣子也在一起做工。圣父
让人们认识耶稣(太 3:17)；圣子耶稣让人
们认识圣父(约 5:19)和圣灵(约 15:26)；
圣灵让人们认识圣子耶稣(约 15:26) 圣经
里分明启示着三位一体的教理，但无法找出
‘三位一体’的词语，这是普通神学词汇。
圣经里明明白白地启示了三位一体的神，就
像人们称作太阳以前，太阳就已经存在一
样。圣子和圣灵不是受造之物。三位一体里
没有始、没有终，也没有高低。三位一体神
永远同在，永远平等。
  在旧约圣经里记载神的二大名称，那是
‘耶洛因’和‘耶和华’。‘耶洛因’是希
伯来文，它是复数词，不过耶和华是单数。
在启示神有三个位格，但却是同一体神。神
这样的唯一性是指，合而为一的唯一性。旧
约圣经民数记第六章里的三种祝福，还有以

赛亚第六章里的三种称颂，也在表明三位一
体的神。“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
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民 6:24-
26),“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赛 6:3)所以，我们
基于圣经接受圣父、圣子、圣灵为神和主。
 

  第二， 我们看一下圣灵的属性。

  圣经里启示圣灵也有神的属性。
  1．全知
圣灵参透万事。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
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
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约 14:26)
  2．全能
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
生，我们通过此事能看到圣灵的全能。天使
回答马利亚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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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3．无所不在 
圣灵是无所不在的神。大卫说：“我往哪
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
面。”(诗 139:7)
  ４．永存
圣灵是没有开始，没有终结的永存的神。
  ５．真理
圣灵是真理。约翰一书５章７节记载：“并
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全
知、全能、无所不在、永存、真理，这都是
神的属性；圣灵也有这样的属性。
 

  第三， 看一下圣灵的象征。
 
  １．用风来象征圣灵。
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
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
灵生的，也是如此。”(约 3:8)圣灵使我们
的生活和心灵变得更加活泼，就像风可以把
空气变得新鲜一样。
  ２． 用火来象征圣灵。
施洗约翰说了，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
是耶稣基督用圣灵与火给人们施洗。(太 
3:11)　

  ３． 用水来象征圣灵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
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
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复中要流出活水
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
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
稣尚未得着荣耀。”(约 7:37-39)水可以解
渴，但不能解决心灵的饥渴。圣灵让信主之
人腹中流出活水江河。
  ４．用印记来象征
使徒保罗给以弗所教会写信的时候，说：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
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弗4:30)印
记是象征拥有权；用印记来表示信耶稣基督
的人是属于神的，就像在文件里盖上印表示
拥有权一样。

  ５．用油来象征
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
的，就是神。(林后 1:21),因为得着圣灵的
恩膏，所以分辨属灵的事，并正确的掌握一
切事。(约一　2:20，2:27)  
  ６．用剑来象征

  ７．用鸽子来象征
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就
看见诸天裂开了，圣灵好像鸽子降临在他
身上。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这表示圣灵温
柔、谦卑的品性。要是被圣灵充满的话，就
会变得温柔、谦卑。
 

  第四，

 
  圣灵不是什么物质，也不是特别的力气和
影响力。圣灵是有才智、情感、意志的神。
  １．圣灵具有才智
罗马书８章２７节记载“鉴查人心的，晓得
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
祈求。”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按照
其旨意为圣徒们祈求。
  ２．圣灵有情感
圣经多次记载圣灵有情感的事实。“圣灵的
爱” (罗15:30)“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弗4:30)“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罗８:２６)‘爱’‘ 担
忧’‘叹息’，这都是跟感情有关的词语。
这样的词语证明圣灵是有情感的神。
  ３．圣灵有意志
哥林多前书第12章记载有关圣灵的恩赐；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
各人的。”(林前 12:11)意思是，圣灵随己
意把恩赐赐给我们。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
多圣灵用自己的才智、情感、意志所做的事
情。教导、见证、引导、说话、醒悟、命
令、打发、呼召、安慰、恳求等。
  今天呢，我们查看了圣灵，这都是圣经里
的内容。若是圣灵不教导我们的话，就无
法知道的宝贵知识。亲爱的圣徒们，像这样
我们都拥有了宝贵的知识，所以应该经常喜
乐、凡事谢恩，并充满希望和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