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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儿

姓名 - 李恩晶

见证

不要惧怕 要大大壮胆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
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书 1:5-9)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小时候，我们村的大部分人都崇拜偶像、信
迷信，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了一所教
会。我出于好奇，跟朋友一起去了教会。那时
牧师和师母，还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女
孩，坐在一起做礼拜。他们非常热情地迎接我
们，所以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坐在一起做了礼
拜。虽然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但跟他们一
起唱赞美诗、听讲道。牧师恳切祷告的时候非
常激动，看起来非常可笑。做完礼拜以后，牧
师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到来，待我们十分亲切。
  当时，我很想参加凌晨礼拜，可一想到要克
服父母的反对，就没有勇气去了。再说，那时
没有闹钟，所以每天凌晨定时起床，就不是
容易的事了。我们家旁边住着一个挺有名的巫
婆。每次上教会的时候，都得经过那里，让人
感到特别害怕。睡觉之前，我向神祷告，说：
“神，我很想参加凌晨礼拜，每次教会钟声响
起时，求主叫醒我，还有经过巫婆家时，请别
让我再害怕了。”
  睡觉的时候，没想到真的听到教会的钟声
了，就好像在旁边传来的声音一样。奇怪的
是，我变得很勇敢，夜里自己一个人行走也不
再害怕了。我去叫醒朋友，跟她一起上教会做
礼拜。经历了这番事以后，觉得做礼拜、祷
告、唱赞美诗特别有意思。我对耶稣的信心和
爱越来越深厚了，于是产生了传福音的勇气。
星期天，我跟邻居家的寡母一起，去帮助生活
困难的阿姨做家务事，后来还带她去了教会。
  我每天都生活在神的恩典里，可突然有一
天，牧师居然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我是中

学三年级学生，别提有多伤心了。那时教会里
一共有15名教徒。从那以后，我因各种原因没
有去教会，开始远离教会，渐渐觉得上教会挺
麻烦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死心踏地爱神，
根本没有真正的信心。
  时间一晃儿过，我长大了，就搬到舅舅家附
近安山，那时候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后来得
知，原来老公也像我一样，上中学的时候去了
教会。他上大学的时候，在教会认真服事，但
是受试探以后，就马马虎虎地过信仰生活。有
一次，我们租的房子快要到期了，于是正在打
听房子，那时老公却没有跟我商量，就买了一
所公寓。家里没有多少钱，大部分都是从银行
贷款的，所以买了新房也是一点也不觉得好，
心里不踏实，总担心还贷款的事。
  我们一边养育两个孩子，一边偿还银行借款
的利息，每天都省吃俭用的，过得有些艰难。
没想到老公这次又闯了祸，他跟一些人合伙
举办学术研究院。老公再三嘱咐我不必担心，
可后来得知，原来他又房产抵押贷款，签了合
同。以前，老公曾经答应过，不管发生什么事
情，绝不会拿唯一的房产做抵押贷款，可他不
守约，气得我提出了离婚。就像我担心的一
样，从四面八方催我们还债，无奈只好打算把
房子以最低价卖掉。但是，过了一年，两年，
就是没有人来买房子。我跟老公仍然在彷徨。
  那段期间，舅舅拉着我们夫妻去了恩典与真
理教会。那天，我们蒙受很大的恩典。回家以
后，就跪在客厅里深深悔改自己的一切过错。
没想到有奇迹发生了。三年没有卖出去的房
子，第二天就有人来买了。我们还了债以后，
用剩下的钱找一件小房子来住了。
  我接受区域长职分以后，积极去传福音，用
心做主工。我有两个女儿，但是没想到又怀了
孕。那时的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知道有了孩
子以后，心事重重。有一天，我祷告以后看圣
经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儿女是耶和华所
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 
127:3)在那一瞬间，心中的愁烦，立即消失
了。我突然间明白了始终关爱我的神，当我最
积极做主工的时候，就给赏赐的事实。我每天

都生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但是却不知道，为
此感到十分惭愧。
  产前一个月，到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按目
前的情况来看，最好是尽快把孩子生出来。就
这样千辛万苦生了孩子，当我们一听到是儿
子，别提有多高兴了。不过好景不长，出院的
时候，医生说孩子的心脏不好，可能是先天性
心脏病。因如此晴天霹雳的消息，我们都惊呆
了。公婆那么喜欢孙子，我都不敢告诉他们这
事了。每天晚上，我们夫妻做家庭礼拜。圣灵
给了我们巨大的安慰及力量，心情慢慢地就平
静下来了。
  孩子过百日以后，到心脏病专业的医院做了
检查。那时医生说，孩子的心脏上有个洞，但
十分小，所以听起声音来比较大。还有这洞自
行愈合的概率不大，但是对生活不会带来任何
影响的。知道这病不妨碍生活的时候，一边向
神感谢，一边希望依靠神的能力得医治。过一
年以后，孩子感冒了，所以带他到医院接受治
疗的时候，医生说心脏发出的声音没有了。是
神行奇迹，治好了孩子。
  大女儿很想当漫画家，后来靠神的恩典，如
愿考上了韩国漫画高等学校。刚开始实力不
够，一点自信也没有，但是靠神的帮助，一边
努力，一边用心祷告。美术联考的时候，女儿
本来对技术考试没有太大的把握，但一连三次
都拿了第一名，弄得评委老师们都特别惊讶。
她现在在正准备美国留学；相信，神是我们随
时的帮助，一定引导孩子的前途。神又把信心
和才能赐给另外两个孩子，他们都在教会认真
服事；老公也在外国人宣教会积极服侍。
  好感谢神，让我们夫妻通过患难，让信心变
得更加坚固。我深深明白离开主的话，就什么
事也做不成，于是凡事依靠主而生活。等将来
站在主面前的时候，希望从主那里听到‘你是
又善良，又忠诚的仆人’。同时一定尽自己的
职分，认真过信仰生活。哈利路亚！

  要是恐惧与不安在内心扎根的话，那么不仅
对精神和身体造成伤害，而且也将难以过正常
的社会生活。我们通过考察圣经可以知道，只
要大大壮胆，就充分做到，并拥有的东西，只
因恐惧而得不到的事实。“做事的时候，怎样
才能刚强壮胆起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问题
的答案。
  首先，在圣经里看一下，跟恐惧有关的两种
类型的人。
  

  反面也有因刚强壮胆，而取得巨大胜利的
人。因米甸人的压制和掠夺，以色列整个国家
变得疲敝不堪。于是他们向神呼吁，那时神立
基甸为士师，决定拯救以色列国。基甸按照神
的旨意，选出三百名勇士，然后打败了比蝗虫
一样多的米甸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与米甸
人的交战的时候，所得到的胜利是神早已安排
的。只需要以色列人拥有刚强壮胆的心，向敌
人进攻，就能得胜，并获得战利品。
  我们怎样才能拥有刚强壮胆的心呢？接下
来，我们看一下这问题的答案。
   第一，要确信神的同在。
  约书亚亲耳听到神对他说话的话‘我与你同
在，必不离开你。’那么，我们能够确信神与
我同在的根据是什么呢？神藉着圣灵来到这
个世界，便与圣徒同在。(约 14:16-20, 太 
28:20) 五旬节那天，门徒们体验圣灵的降临
以后，都拥有了刚强壮胆的心，然后积极传福
音，忍受了一切困难和逼迫。

   第二，要遵行神的话语。
  神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
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
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
事顺利。”神帮助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人，让
他们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圣徒们能够强壮
壮胆，这是因为谨守遵行了神的话语。没有比
遵行神的话语的人更强壮。说了，我们的心若
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要是先
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生活的话，要是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生活的话，就
能够刚强壮胆。
  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有很多让人感到恐惧不
安的事情。但是，圣徒们不必跟恐惧苦战。只
要一想到与我同在的主，就能刚强壮胆。并且
要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神就让失败、患难、
死亡带来美好的结果，并叫万事互相效力，所
以不必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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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是谁？上周，我们查看了这问题的
答案；圣灵是神，圣灵的属性，圣灵的象
征，圣灵的才智、情感、意志。今天呢，
我们看一下圣灵所做的事情和圣灵的交
通。

  第一，看一下圣灵所做的事情。

  我们首先看一下，圣灵对罪人做的事
情。圣灵让罪人悔改，接受福音，得永
生。人出生的时候，他的灵就已经死在过
犯罪恶之中，所以自己一个人无法知道得
救的真理。耶稣十分详细地说了，圣灵对
不信的人所做的事情。“他既来了，就要
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
己。”(约 16:8)
  1．圣灵叫世人为罪，自己责备自己。
  因亚当的过犯，他的子孙在本质上就已
经是罪人。人不但有这样的原罪，而且在
生活上还犯好多罪。因为耶稣为世人代赎
一切罪污，所以无论谁只要信耶稣，就能
赦免一切的罪。故此，世人因为不相信代
赎原罪和自犯罪的耶稣，所以灭亡；而不
是因为原罪和自犯罪灭亡。若不信耶稣，
就无法赦免一切罪。若不藉着代赎的恩
典，就无法避免审判和灭亡。圣灵让罪人
明白这样的事实。
  2．圣灵叫世人为义，自己责备自己。
神要求的义是，没有犯过一次罪、不受魔
鬼的影响、能够堂堂正正地站在神面前
的资格。世上根本没有有这资格的人。所
以神让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世上，担当我们
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坟墓里
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宝座右边，所以无论
谁只要信耶稣，就得称为义。圣灵让罪人
明白这样的事实。
  3．
  耶稣说了：“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
受了审判。”(约 16:11)这世界的王就

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
普天下的。(启 12:9)魔鬼在伊甸园里诱
惑亚当，让他堕落，并夺走了神赐的管理
世界的权势。从那开始，全世界被掌握在
恶人，乃是魔鬼的手下。(约一  5:19)但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我们的罪污以
后，复活，所以彻底打败了魔鬼的权势，
并让我们从死亡的权势之下得释放。圣灵
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
己。所以让人们悔改，相信并接受耶稣为
救世主。
  然后看一下，圣灵对圣徒做的事情。
  1．圣灵引导圣徒们进入真理之中，并
让圣徒们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
  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
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
理。”(约 16:13)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第十天，圣灵就临到门徒们身上。那时门
徒们才想起了耶稣说的每一句话，所以把
那些话语传给别人，又按照那些话语而生
活。我们应该向神祈求，看圣经，或者听
讲道的时候，要懂得真意和深意。圣灵引
导我们进入真理之中，并照着神的旨意而
生活。
  2．圣灵安慰，并帮助圣徒。
  圣灵是安慰者；当遇到患难、逼迫、悲
伤的时候，圣灵来安慰我们。我们要是遇
到无法承受的苦难，圣灵就用神的话语安
慰我们，并且利用各种方法来帮助我们。
  3．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罗马书8章记载：“圣灵与我们的心同
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 8:16) 我们自
然称呼神为‘阿爸父神’，那是因为圣灵
给我们作证，我们的确是神的儿女。
  4．
  圣灵临到我们身上，赐给知识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辨别诸灵的恩赐、说方言的
恩赐、翻方言的恩赐、预言的恩赐、医病
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并赐给信心，让
我们放胆去传福音。不但如此，圣灵住在
我们里面，又改变我们的品性。圣灵所结
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各位结
的圣灵的果子，给教会带来好多益处，又
给别人带来良好的影响。
  5．圣灵叫圣徒复活。
  罗马书8章11节记载：“然而叫耶稣从
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
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
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
来。”耶稣基督再临的那一天，圣徒们复
活，都要改变；这就是圣灵所做的事情。
 

  第二，我们看一下圣灵的交通。

耶稣答应我们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
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
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
来。”(约 16:7)耶稣离开我们以后，保
惠师将到我们这里来。那么保惠师来了，
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1．耶稣在这世上以肉身生活的时候，

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保惠师不受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不管何处都可以
同时为圣徒们做工。
  2．

  3．耶稣复活升天之前，答应门徒们
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 28:20)正如复活升天的耶稣所
说的话一样，保惠师真的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不管圣徒们在何时何地，都能体验到
耶稣与他们同在的事实。圣灵与圣徒们常
常保持亲密的交通。我们明白这样的事实
以后，应该更加积极享受。外邦人百夫长
哥尼流派人去邀请使徒彼得的时候，圣灵
对他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徒 
10:20)彼得照着圣灵的指示，到哥尼流家
里传了福音。安提阿教会里的圣徒们事奉
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
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
他们去了。(徒 13:2-4)使徒保罗决定到
亚西亚讲道，但是圣灵禁止他去，于是想
要往庇推尼去，可这次圣灵又不许。他们
就越过每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
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
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于是他们就往马其顿去了。(徒 16:6-10)
  像这样，初代教会的使徒和圣徒们经常
依靠圣灵而做了事。他们问圣灵，与圣
灵商量，照着圣灵的指示行事，又经常与
圣灵同在。他们知道圣灵不是什么神秘的
能力，或影响力，而是与他们同在的神。
圣灵与他们有亲密的交通。在圣徒的信仰
生活上，所看到的圣洁的热情、喜乐、能
力，都出于圣灵的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