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与真理消息
第1402号

2015年 3月 29号     印发恩典与真理教会 大韩民国京畿道安養市萬安區安養路193  電話 : 82-31-443-3731   www.gntc.net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姓名 - 韩颎炵

见证

多多的加给我们的恩惠与各样的

善事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
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林
后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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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的爱和恩典，让我接受耶稣基督
为救主，亲身体验主完全的救恩，并享受
服侍主的喜乐和幸福。我原先不信耶稣，
沉浸在世上的欲望和快乐之中，浪费了宝
贵的时间。后来得了重病以后，跟大女儿
和小姨子去了教会。我认真参加礼拜，靠
圣灵的帮助和教导终于拥有了宝贵的信
心。然后靠主耶和华的恩典病得医治，在
主里面开始过新的生活。
  信耶稣之前，我在单位做了定期的健康
检查，那时发现有乙肝。然后通过详细
检查，被诊断为肝癌。那时我一直对自己
健康挺有自信的，所以对我而言，肝癌是
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我分期多次进行栓塞
治疗，但却没有一点效果。病情越来越严
重，甚至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在亲属和身
边的人当中，寻找与我血型相同的人和合
适的捐献者，可就是找不到，到处打听也
是并没有得到任何好消息。
  要是以前的话，我一定灰心、绝望，甚
至抛弃。但那时没有那样，反而寻求神，
仰望神。我一边仰望神的帮助和旨意，一

边恳切祷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
梢，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
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
门的，就给他开门。”(太 7:7�11)我紧
抓住这话语流泪祷告。称颂神的时候，神
的恩典临到我身上，那时相信神一定治好
我的病。没想到神应允我的祷告，马上告
诉了我治病的方法。
  通过儿女们得知，虽然血型不同，但也
有肝移植的成功案例。孩子们在网上查了
做肝移植手术的医院和教授。然后，详细
地告诉医生我那段期间接受治疗的过程和
状态。没过多久，医院来电话说，可以进
行不同血型的肝移。二女儿比较适合我的
条件，她答应为我移植肝。虽然是父女，
但这绝对不是容易做的决定。女儿能够做
出这样的决定，我好感动。同时感谢神让
女儿拥有一颗这样善良的心，还有真实的
信心。
  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向神献上感恩，做
礼拜的时候，都流了热泪。但这不是叹
息、灰心、绝望的泪水，而是充满希望和
感恩的泪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
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
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
手扶持你。”(赛 41:10) 我一边默想神
的话语，一边把手术过程交托给神，然后
切切希望得到神医治的恩典。即便如此，
越临近手术时间，心情就越是紧张焦虑，
简直是无法摆脱那些恐惧。

  教会里的许多圣徒和教牧者到医院为我
祷告，并用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于是低沉
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了。“我看见他所行
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
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
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与远处的人，也归
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
华说的。”(赛 57:18,19) 神用这样的话
语，大大安慰我，并赐给勇气。
  手术做了12个小时以上。靠神的恩典，
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哈利路亚！全家人这
才放心地松了口气，便感谢赞美神。做完
手术以后，恢复的时候，教会里的牧师、
传道士、长老、劝事、执事们都到医院
来，为我和女儿的健康恳切祷告。后来，
照我们所求的，马上恢复了健康，在生活
上也没有任何不便和苦难。
  感谢神，让孝心至诚的女儿也得到了非
常可爱的儿女。感谢神，赐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事奉神，并体验丰盛的救恩而生
活。感谢赞美神，让妻子和孩子们拥有一
颗温暖的心，让我们同心协力地去面对困
难，并且又使我懂得珍惜事奉神的家庭。
将荣耀归给神！感谢神，赐给了我新的生
命，从今以后，我将用心灵和诚实拜神，
并爱惜光阴，始终爱主耶稣而生活。

  当我们看到神创造的自然界，就不禁感
叹，因为它的广阔、秩序、造化，以及种
类的丰富性，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得到。有
充充满满的恩惠。不但如此，神在基督耶
稣里赐给我们的恩惠也极其丰盛。我们要
通过本文看一下，其丰盛的恩惠是什么？
怎样才能得到其恩惠？然后再看一下，得
到其恩惠的人应该做什么？
  第一，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
你们，我们看一下此话语。
  靠人的知识和智慧无法理解，神赐给我
们的恩惠是什么，以及其恩惠的贵重性。
圣灵让我们看见，明白，这样我们才能理
解。神的恩惠可以分为十种。1.使罪得
赦的恩惠。2.得永生的恩惠。3.成为神儿
女的恩惠。4.得属灵的知识的恩惠。5.赐

属灵的恩赐的恩惠。6.结属灵的果子的恩
惠。7.随时帮助的恩惠。8.将天国赐给我
们为业的恩惠。9.复活的恩惠。

  第二，看一下，谁能得到这样的恩惠。
  要得神的恩惠，就得悔改，并迎接耶稣
基督。一定得承认自己是违抗神之后，远
离神的罪人，接下来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拯
救罪人来到这世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又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之后接受耶稣基督
为自己的救主。这样做就是得救的悔改，
并且又要渴望得到神的恩惠。耶稣公开传
福音的时候，在迦百农行了不少神迹。那
地方是耶稣传道、事奉的一个中心。耶稣
在那里行神迹的理由是，因为许多人爱慕
主的恩惠，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
海。还有要想得到神的恩惠，就得相信，
并顺从。耶稣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
泥抹在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他
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顺从
耶稣的时候，眼睛立即得开了。“神将各
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这里说的
你们是指，这样悔改的人，渴望的人，相
信并顺从的人。

  第三， 说了，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看一下此话语。
  这是在告诉我们，得到神赐的恩惠的人
应该做的事情。“各样的善事”是指什
么呢？那是说明帮助软弱的人和受痛苦
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一切事
情，都看为为耶稣基督而做的事情。(太 
25:34-40) 分享属灵的知识和恩赐的也是
善事，还有传福音也是善事。让走向灭亡
的人，归回到生命之路上；从地狱走向天
国；从撒但的权势，归向神，这样的事情
才是最大的善事。为善事要乐于奉献时间
和物质，辛苦，祷告。
  对于人来说，最不好的无知，就是不知
道神的恩惠；最可怜的人是，不知道神
的恩惠的人。认识神的恩惠，又得到充充
满满的恩惠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并
且， 藉着其恩惠行各样善事的生活，就
是真正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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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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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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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圣灵的洗礼。要想
正确理解圣灵的洗礼，就得先看一下，讲
圣灵洗礼的时候使用的各种用语。
  1．“用圣灵施洗”“圣灵受洗”，我们
看一下这两个句子。
  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
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
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太 3:11)
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
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
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
灵。”(林前 12:13)
  2． 看一下“受圣灵” 
复活的耶稣向门徒们显现，那时向他们
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 
20:22)
  3．“圣灵降临在身上”或者“圣灵降在
身上”。
  耶稣说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
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
证。”(徒 1:8)“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
他们一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
洗。”(徒 8:16)
  4．“圣灵的恩赐浇在身上”或者“赐圣
灵”。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
道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
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
都希奇。”(徒 10:44,45)使徒保罗讲了跟
圣徒有关的救恩，说：“他又用印印了我
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原文
作质）”(林后 1:22)
  5．说了“圣灵充满” 
  在圣经里讲圣灵洗礼的时候，使用最多
的话语就是“圣灵充满”。五旬节那天，
120名门徒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
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徒 2:4)彼得被圣
灵充满(徒 4:8) ，站在祭司和长老面前

辩证福音。从那以后，彼得和他的同工们
聚在一起祷告，那时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徒 4:31)安提阿教会
特派保罗去传福音时，保罗坐船往居比路
去了。他们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
堂里传讲神的道，那时有一个行法术的人
妨碍保罗传福音。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
他，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
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
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
见所作的事，很希奇主的道，就信了。
  要是把那些跟圣灵洗礼有关的各种说
法，细心调查的话，就可以分为两种；跟
“重生，或得救”有关的圣灵洗礼，也有
跟“传福音”有关的圣灵洗礼。教牧者和
圣徒们应该正确地明白，这两个当中，绝
不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因为这两种都很
需要；我们应该接受跟“重生”有关的圣
灵洗礼，以及跟“传福音”有关的圣灵洗
礼。
 

 
  重生是一个汉语词汇，那么重生是指怎
样的现象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内容，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重生。有个叫尼哥底母的
人，夜间来找耶稣问了，进神的国的路。
耶稣十分详细地给尼哥底母讲了，有关进
神的国的路。首先告诉他要重生，然后说
了重生是从圣灵生的，但不是肉身，而是
灵魂的改变。接着又说了，我们虽然能听
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
去一样，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接下来又
说了，只要有人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永
生，犹如照神的话语，凡被咬的，一望铜
蛇，就必得活一样。最后，耶稣这样下了
结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
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约 3:16)
  只要信耶稣，就能罪得赦免，因圣灵重
生，得到新的生命，乃是永生，然后成
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13节记
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
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
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耶稣这样十
分详细地告诉尼哥底母，重生是从圣灵生
的事实。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记载：“若
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
的。”(林前 12:3)然后13节记载：“我们
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
身体；饮于一位圣灵。”(林前 12:13)信
耶稣的人，不分人种和身份高低，都从一
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最后下的结
论是，若不藉着圣灵，谁也不能重生。接
受耶稣为主的人，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
了一个身体，并且神的灵又住在我们心
里；这就是跟重生有关的圣灵洗礼。 
 

  第二，看一下，跟传福音有关的圣灵
洗礼。
 
  有些人说，要是重生时已经受过圣灵的

洗礼，就不必再接受圣灵洗礼了。但是，
在圣经里说了，“需要”。我们看一下，
证明此事的内容。
  耶稣吩咐门徒们说：“直到受圣灵的
洗，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为止，不要离开
耶路撒冷。”(路 24:49, 徒 1:4-8)跟
“传福音”有关的圣灵洗礼是，跟重生有
关的圣灵洗礼另一码事。福音书里记载门
徒们接受跟传福音有关的圣灵洗礼之前，
就已经重生的证据。耶稣跟门徒们一起吃
最后晚餐的时候，给门徒们洗了脚。那时
对彼得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
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
不都是干净的。”(约 13:10)这是指着加
略人犹大说的。然后耶稣对门徒们说：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
了。”(约 15:3)意思是，门徒们已经罪得
赦免、称义，有了重生的身份。耶稣吩咐
门徒们，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
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
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 24:49)“耶稣
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
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
们听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
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徒 1:4,5)
  所以跟“传福音”有关的圣灵洗礼是，
跟重生时受的圣灵洗礼完全不同，那是为
重生的圣徒所准备的另一种圣灵洗礼。神
把跟传福音有关的圣灵洗礼赐给圣徒，那
是有理由的。耶稣希望圣徒们得着能力，
把福音传遍天下。耶稣说了：“但圣灵降
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
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一看耶稣
的门徒的行为和生活，就知道门徒们受圣
灵的洗礼之前和之后，有很大的区别。初
代教会的圣徒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
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徒 5:42)，其
理由就是因为领受了跟传福音有关的圣灵
洗礼。
  请各位一定明白有这两种圣灵洗礼的事
实，“为重生而有的圣灵洗礼”，“为传
福音而有的圣灵洗礼”，然后有必要教训
这样的事实，这是符合圣经的行为。各
位已经领受使人重生的圣灵洗礼，所以要
得着能力，被圣灵充满，放胆去传福音，
然后充满热情和能力，引领那些将灭亡的
人，走向永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