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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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煐尤

见证

可以让苦难变为祝福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
律例。”（诗 119：71）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2013年11月份，我因脑膜炎昏迷，被救
护车护送到医院，但住院45天，一直昏迷
不醒。那时通过堂会长牧师的祷告和许多
圣徒们的祷告，奇迹般的活过来了。我对
为我祷告的圣徒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并愿
荣耀归给神。
  我在家里喝了一瓶豆奶以后，突然密密
麻麻出了一身疙瘩，同时还拉肚子。平
时，我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所以以为
吃了点药，就会马上好呢。但是，没想到
突然晕倒，不省人事，被救护车立马护送
到医院抢救。妻子打电话告诉教会牧师、
区域里的圣徒、长老，请他们为我祷告。
然后一边细心照顾我，一边流泪迫切祷
告。区域里的圣徒们来我家做定期祷告。
那时有位区域长安慰妻子，告诉她不必担
心，因为祷告的时候，在异象中看到我醒
过来的场面。每次教区里的圣徒们聚在一
起祷告的时候，就为我恳切祷告。长老和
劝事经常来医院探病，甚至不认识我的圣
徒也是，在各圣殿都为我迫切祷告。
  当时，医生说，患者病情十分严重，很

难醒过来，就算醒过来了，也很难过正常
的生活。别无选择，只好请堂会长赵牧师
来为我祷告。堂会长牧师一听到这消息，
就马上赶来，给我按手祷告。当时情况十
分不乐观，但是堂会长牧师鼓励我们，安
慰我们，让我们不要放弃，一定信靠神，
因为神一定能治好病。牧师走了以后，有
奇迹发生了。
  第二天，医生看了看检查结果以后，十
分惊讶，说患者病情有所好转。但那时我
还没有醒过来，于是妻子再一次请堂会长
牧师来探病，祷告。这次赵牧师又来了，
为我迫切祷告。那时，又有奇迹发生了。
堂会长牧师刚走不久，我就醒过来了。我
昏迷了45天，终于完全醒过来了。哈利路
亚！
  通过堂会长牧师的祷告，我奇迹般的活
过来了。神听到了许多圣徒们的祷告，
就赐给我医治的恩典。我在昏迷之中仍在
做梦，醒过来以后也是，一时神志不太清
醒，分不清梦与现实。过了一段时间后，
就完全好了。我在梦里看到了妻子的信心
是那么的坚固，而且又看到妻子敌对魔鬼
的场面。我恢复健康以后，回头想了想自
己走过的路，同时向神献上感恩。主耶稣
为了拯救我这罪人，竟然在十字架上流血
而死；感谢神，让我蒙神极大的恩典，也
得到赦罪之恩，并奇迹般的活过来了。
   1980年，妻子先接受耶稣为救主。不
过，当时我爱喝酒，沉浸在欢乐的世界

里。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妻子就向神感
恩。我看不惯她这样的行为，于是把饭桌
掀了。星期天上教会的时候，就逼迫妻
子，弄得她伤心流泪。我深深悔改自己的
一切过错。那年八月，某个星期六，我喝
了好多酒。第二天醒来一看，觉得要是继
续这样喝下去的话，一定会死。于是跟着
妻子上教会，接受了主耶稣。那天，听了
堂会长赵牧师的讲道以后深受感动，还买
了磁带听了又听。
  1985年，我们公司搬到安山，所以我们
也跟着搬家了。很感谢的是，堂会长亲
自到我家来祝福我们一家人。当时别提有
多感动，我的信心一天天增长了。那时还
没有建立安山圣殿，所以到安养圣殿来服
侍，过着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后来，神
赐给我按立执事、男性区域长、长老的贵
重职分。如今妻子是劝事，她以爱心尽心
尽力的去服侍圣徒。感谢主的爱和恩典无
限，将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认识堂会长牧师，
通过他的讲道，使心里渴慕的我，得以
知足，使心里饥饿的我，得饱美物。感谢
神，让我坚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并坚守信
心。我暗暗决心从现在起，死也是为神的
荣耀而死，活也是为神的荣耀而活。我将
利用神赐给我的新生命和时间，竭尽全力
完成这一使命，至死忠心。哈利路亚！

  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把勒内•笛
卡儿说的‘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改为
‘我痛苦，所以我存在’。人的一生总要
经受很多折磨，承受各种苦难，所以圣经
把苦难的问题讲得深广。我们看一下，在
圣经里所启示的苦难种类和其意义。
  
  第一   因考验而来的苦难。
  魔鬼的试探出于恶意，但是在这里说的
试探不是这样的，是为了得到耶和华神的
称许而有的考验。神想考验亚伯拉罕，于
是让他把唯一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以撒
是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生的儿子，但是
神却让他献为燔祭，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即便如此，亚伯拉罕照神的话语遵行了。
原来，神早已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于是
就用公羊来代替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要
是各位面临神的考验，就一定凭信心和顺

从战胜，然后得到神的认定，及赏赐。
  
  第二   因处罚而来的苦难。
  有些人因为不相信神，所以受了从处罚
而来的苦难。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因不相
信神，所以一遇到苦难，就发怨言。因这
样的缘故，他们在旷野里徘徊了40多年，
结果20岁以上人当中，除了约书亚和迦勒
之外，都死在旷野里。
  

  
   第三   为心灵的磨练而有的苦难。
  

  
  第四   为了坚守对神的信仰，及传福
音而受苦难。
  能够相信圣经所启示的神，这是比什么
都珍贵的。所以许多人为了坚守信心受
苦，甚至殉教。圣徒们应该乐意接受这样
的苦难。(腓 1:29, 罗 8:17-18)
  
  第五   莫名其妙地遭遇苦难。
  圣经里的约伯遭受的苦难就是这样的。
有时苦难是因罪而来的，有时不是因自
己的罪，而是因别人的罪遭受苦难，但是
也有跟犯罪和不虔诚无关的苦难。约伯莫
名其妙地遭遇苦难，他在痛苦中挣扎的时
候，学会了无条件信任神，而且开启灵
眼。(伯 42:3,5)虽然莫名其妙地遭遇苦
难，但只要坚信神的能力、智慧、良善，
就会与神有更亲密的交通。不管是怎样的
苦难，总之将给圣徒带来好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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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
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
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
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
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
不朽坏的。（变成原文作穿下同）这必死
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
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
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奇妙而荣耀的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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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界中所有物质都是在不断变化；这
属于自然法则。美丽的变难看，有秩序的
变无秩序，生命变成死尸。不但这样，人
也是从一出生开始，直到死为止不断在改
变。直到青春期为止是发展性变化，不过
以后是衰退性变化。很想抗拒，并阻止这
样的衰退，这是自然现象。努力和投资当
然会有效果，但决不能完全停止衰退。即
便如此，有一个喜讯。那消息是神赐给我
们的奇妙而荣耀的大改变，这是在基督耶
稣里能经历的变化。
 

  第一   灵魂的改变 

  天地万物是神的受造之物。人跟其他受
造之物不同，有灵魂。说了，“耶和华神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
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 2:7)但
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违抗神的命令，
摘吃了神禁止的善恶果，结果成为罪人。
因过犯人的灵魂已经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
(弗 4:18) 但是充满怜悯的神，为了让罪
人的灵魂得改变，便赐给一条路，乃是唯
一的路；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耶
稣基督以肉身来到这世界，目的是为了担
当罪人的罪。耶稣为了赎人类的罪，在十
字架上被钉死，代替人类承受刑罚和审
判。神向罪人要求的是，先承认自己是将
灭亡的罪人，以及相信并接受耶稣作自己
的救世主和主。无论谁，只要相信并接受
耶稣基督，就罪得赦免、称义。说了，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罗 3:23,24)只要信耶
稣基督，他的灵魂就得新生命。(罗 6:4)
新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永生是指，在神
的国里享受福乐，永远活着。约翰福音3章
16节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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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身份变化 

  人人都可以经历这奇妙而荣耀的身份变
化，因为神赐给了这样的机会。神赐给我
们的身份变化是比任何变化都高贵、伟
大，那是成为神儿女的身份变化。通过出
生可以得到神儿女的身份；圣经管这样出
生叫做重生。耶稣说了：“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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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堕落亚当的子孙，生来就是那
恶者魔鬼的儿女，但是只要信耶稣基督，
就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还有成为天
国百姓的身份变化。耶稣说了：“你们这
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
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
了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
倍。”(太 23:15)惟有耶稣基督才能让地
狱之子变成天国百姓。腓立比书3章20节记
载：“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
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第三   意识与观念的改变 

 
意识和观念是指，因受某个影响而形成的
见解、思想、理论。“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 1:1)根据圣经形成的宇宙观，还有对
生命体的起源有新的观念。知道万物不像
现在一样继续存在，只要主的日子一到，
将被烈火销化，然后坚定地相信新天新地
的到来 。(彼后 3:10-13, 启 21:1)有不
同的历史观；相信历史的掌管者是神，人
类历史是照神的旨意进行，据于神的主权
和旨意成就。有不同的价值观；信耶稣基
督的人重视永远的，而不重视眼前的。所
以，在这世上的期间，一直惦记站在主面
前的那一刻。(林后 4:18)却不为自己的荣
耀做工，而为神的荣耀做工。不为得自己
的喜悦做工，只为得主的喜悦而做工。信
耶稣的人，用心参加礼拜，积极传道的理
由就在这里。
 

  第四   思想及语言的改变 

 
品性的形成在于那人的想法与语言，还有
行为也受思想与语言的支配。不但如此，
又对他的人生也带来极大影响。基督徒的
想法、语言有六种特点；信心、盼望、
爱、温柔、谦卑、感谢。要明显地表现这
样的特点，就需要努力。对自己的身份变
化认识多少，就有多少想法和语言的改
变；还有对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信的多
少，就有多少想法和语言的改变。
 

  第五   身体的变化 

 
等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将改变。
哥林多前书15章 51节，52节记载：“我如

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
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
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
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
要改变。”在这里说的奥秘的事是指，死
人复活，身体得改变的消息。圣徒的复活
是从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来。耶稣的复活证
明祂救赎工作的完成。耶稣的复活保证圣
徒们将来也复活，就如预告先收割初熟的
果子，然后收割所有果子一样。耶稣再来
的时候，将发生如此奇妙的事情。那在基
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活着还存留
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
与主相遇。(帖前 4:16,17)耶稣再来的时
候，圣徒的身体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
变，那速度简直没法算。这必朽坏的，总
要变成不朽坏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
弱的变成强壮的。属血气的身体变成灵
性的身体；属地上的形体，变为属天上
的形体；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林前 
15:40-44, 51-53) 
  我来总结一下吧。 1.灵魂的变化；罪得
赦免，称义，得永生。
2．身份变化；魔鬼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
地狱之子成为天国百姓。
3．意识和观念的改变；根据圣经里所启示
的神的话语，宇宙观、价值观、对生命体
的起源、历史观、价值观都改变。
4．想法及语言的改变；充满信心、盼望、
爱、温柔、谦卑、感谢的话语和想法。
5．身体的变化；耶稣再临的时候复活、
改变；1）不朽坏的身体  2）荣耀的身体  
3）强壮的身体  4）灵性的身体  5）属天
上的形体  6）不死的身体。灵魂变化和身
份变化是，相信并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所
经历的变化。意识与观念的变化，还有想
法与语言的变化是在这世上的期间，通过
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教导而发生的变化。等
耶稣再临的时候，能经历身体的变化，就
是复活。
  各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相信并
爱主我们的神吗？各位的灵魂已经得改变
了。将来各位的身体也一定得改变，还有
在这世上的期间，将不断发生与圣徒身份
相称的各种变化。各位在基督里已经经历
过了，此刻也在经历。希望各位时时刻刻
想惦记，将要经历的奇妙而荣耀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