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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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晶恩

见证

至关重要的吩咐和贵重的应许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
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信
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
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可 16:15-20)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了教会。当时虽然不知
道什么是罪，耶稣是谁，为什么做礼拜，但认
为星期天上教会做礼拜是应该的。其实母亲也
是从小时候开始，就去了教会，但不是虔诚的
基督徒，所以她常笑着说我很难确定是母胎信
仰。因这样的缘故，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母胎
信仰的时候，我只是含糊地嗯嗯两声。
  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没多久就得了急性阑尾
炎。医生说要尽快把孩子弄掉以后做手术。母
亲听了医生的话，就哇哇大哭，并跪在主面前
恳求神，一定拯救肚子里的孩子。母亲说了，
她第一次这样迫切的祷告神。多靠母亲的祷
告，手术做得很成功，我也平平安安地出生在
这个美好的世界里。等长大以后，我才明白了
神对我和母亲的爱有多大。要不是神应允母亲
的祷告，我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了。所以，我
出生的那天就是神救了两条生命的一天。
  

  后来我经历青春期，长大成年以后，每次日
子过得疲惫，艰苦的时候，就向神发怨言，为
什么让我来到这世界。神创造了人，可我好
长时间对神产生疑心，根本不相信神。即便如
此，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那么细心地照

顾我，引导我。母亲因脑梗塞行动不便，所以
一直都是由我来照顾母亲。如今呢，母亲的病
情好多了。她自己也能上教会做礼拜，做主
工；这都是神的恩典。当母亲因脑梗塞晕倒的
时候，我就埋怨神，但是通过此事也体验了神
奇妙的爱。
  我虽然上教会，但不是属神的人，而是一个
根本不懂事的孩子，跟世上的人没什么两样。
靠主的恩典和母亲的祷告，我上了大学，可
我更喜欢跟朋友们玩儿。每次一到星期天，母
亲就催我上教会，于是我们经常吵架。如今一
想，真的好感谢母亲苦劝我去教会。我平时任
意享受自己的生活，但一到星期天就不敢不听
母亲的话，乖乖地到教会悔改。那时虽然从来
不为自己祷告，但却为母亲和家属祷告。就这
样，我在神的恩典里成长，开始真正接受主耶
稣而生活。
  母亲有一段时间离开过主和教会，那时我为
母亲的信心，以及家属的灵魂得救迫切祷告，
就像母亲以前为我恒切祷告一样。神并没有抛
弃母亲，也没有推却了我的祷告。母亲重新回
到主的怀里，拥有了更加坚固的信心。父亲也
是如我所愿，信靠神，成为一名祷告的勇士。
我们一家人交互徘徊的时候，妹妹始终坚立在
神的话语之上，依靠神而生活。她现今为也实
现神赐的梦想而勤奋努力。
  我从小到大只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好作
家。因为神赐给我的恩赐当中，最让我值得骄
傲的是写作。我祷告的时候经常向神说，我是
小女儿。虽然我不是神的好女儿，但是神一直
那么爱我，那么疼我。我一边护理母亲，一边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对我而言，那时的
生活简直如旷野，生活过得那么辛苦，那么艰
难。我在大学主修文艺创作，副修新闻传播
学。我设立新的目标，很想当一名新闻记者，
于是为了实现这梦想勤奋学习，不断努力。光
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行的，所以只好向神祷告，
没想到神给敞开了新的一条路。但是，当了记
者以后，真是难以忍受那种苦差事。他们经常

聚在一起喝酒，况且大部分都是男同事，所以
经历了很多苦难和痛苦。要不是神的安慰，就
根本不可能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我一直背负世
上的重担，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可我有一天终于见到了主耶稣。那天下班以
后，我直接跑到教会里流泪恳切祷告。当时教
会里只有我一个人，眼泪哗哗的流，哭了好
长好长时间。那时神轻轻地对我说：“我心爱
的女儿，你在世上成就的，还有希望得到的都
是时间一过，就将成为虚无的，从现在起把心
思放在属灵的事上。好希望时时刻刻你在我里
面，我在你里面。”我希望从神那里得到更多
的东西，并且又已经得到了神无限的爱，但是
主对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爱主的心。
  原先我为记者的工作祷告的时候，决定只当
一年记者，所以坚持忍受一切痛苦，但是慢慢
觉得这份职业很好做，就决定再做下去了。神
非常了解我，正好过了一年，就让我停止这份
工作。然后，让我在论述补习学校教孩子。每
周只上两天的课，但收入比以前多多了，还利
用多余的时间练习写作。比什么都重要的是，
能够更加认真过信仰生活了。从那时起，我的
生活不再是我的了，慢慢以主耶稣为中心生
活。我在心里决定，以后不再是一个不懂事的
神的小女儿了，一定要成为神可靠的大女儿。
  感谢神，让我在教会为残疾人服事。虽然那
些圣徒们身体不舒服，但是我们一起做礼拜，
用那美妙动听的歌声赞美神，以一颗纯粹的心
合一，分享主耶稣的爱。前两天，堂会长牧师
在教会举办的教师研讨会中，发给我五年工龄
奖。我为此向神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神的引
导和恩典，将荣耀归给神。我现在为了实现作
者的梦想而在奋斗，不过绝对不是人们说的那
种普遍的作者。我想当一名荣耀神的作者，传
福音的作者，蒙神喜悦的作者。相信慈爱的
神，这次也一定实现我的梦想。哈利路亚！

  耶稣复活以后，在门徒面前显现四十多天，
讲了好多好多的话，然后升天了。今天本文也
是耶稣给门徒们所讲的话，这话里有至关重要
的吩咐和贵重的应许。
   第一，我们看一下耶稣的吩咐。
  说了‘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听。’对于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最大的使
命就是传福音。为了有效地传福音，就需要各
种手段和方法，集团和组织。其中教会发挥脊
梁作用。信徒们要成为教会的一员，积极执行
传福音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当中最首要的就是
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范围和对象是万民。往
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理由都记在本文

里。说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虽然洗
礼本身不是洗罪，或得救的仪式，但是主设立
的，命令的，所以要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就
应该乐意参加。之后，说了‘不信的必被定
罪’。‘定罪’，这是在法庭上使用的词汇；
意思是‘被判刑’，‘确定有罪以后，受刑罚
处罚’。这词语里蕴含着一种末世论的意义，
乃是指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在最后审判台面
前，将受永远的刑罚。
 人得救，还是被定罪，这不在于那人的身
份、血统、善行、人品、功劳、教育、修养，
只在于你信不信耶稣基督。人在这世上的期
间，能得到的机会当中，最好的就是得救的机
会。所以没有比给别人传福音，让人们得救的
事情更美好，更有价值的。
   第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说了，奉耶稣的名赶鬼。圣经十分正确的给
我们提供了，鬼的真实身份和他的活动。有污
鬼、说谎的鬼、恶鬼、引诱人的邪灵，并且
还有巫鬼和带来各种疾病的鬼。各位不必害怕
鬼，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赶走。还有说新方言。
方言是受圣灵洗礼的印痕，以及圣灵的恩赐之
一。又说了手能拿蛇。使徒保罗为了受审，往
罗马去的时候，船遇到风浪，即将沉没。他们

好不容易上了一个叫米利大岛，那时保罗被毒
蛇咬了，可并没有死。当然，神答应传福音的
时候，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但绝对不可以为了
炫耀自己，或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说了，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如今
我们因这一句话，心里感到万分感激。环境被
污染，所以大气、水、粮食、水果等都有毒。
由此，请各位坚守此应许，恳切祷告神必有迹
随着我们。
  最后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最初的
教会直到现在一直经历了这样的神迹。耶稣说
的意思是，不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而
且需要凭信心期待，并祈求必有这样的神迹。
请各位不要对这样的神迹产生误会。说了，信
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而没有说当然有神迹
随着他们。神迹出于主耶稣。我们只是一边传
福音，一边相信必有神迹随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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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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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恩典与真理教会
传道纸的人情联络！

  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圣灵充满。有些人把
圣灵洗礼和圣灵充满等同看待，又有些人说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并且有些人还说，要想
继续维持圣灵的充满，就得反复领受圣灵的
洗礼。这样教导是因为误读圣经，没有正确
理解整个圣经的内容。
 

  。
 
  1．持续，并一贯性状态的充满。
路加福音第4章1节记载，说：“耶稣被圣灵
充满，从约但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看使徒行传就知道
耶路撒冷教会选七名执事的时候，他们的基
准和资格乃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以及智慧充
足的人。在圣经里这样描写了司提反执事，
“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
迹。”还有他殉教的时候，又提到了“被圣
灵充满”的话语。(徒 7:55)这样的圣灵充
满是指，继续、并一贯性的充满状态。
  2．一时突然领受的圣灵充满。
我们看一下，为了执行什么任务，一时领受
圣灵充满的例子。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
一听马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以利沙伯且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
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
的。”(路 1:42)像这样，自从五旬节圣灵
降临以后，跟事工，或预言有关的圣灵充
满，又跟传福音有了直接的关系。我们看一
下其例子。
  1) 五旬节那天，耶稣的门徒们都得到圣
灵的充满。
五旬节那天，有120名门徒聚在一起祷告的
时候，都得到圣灵的充满。众人为了看此情
景都来聚集，那时彼得和约翰被圣灵充满，
放胆给他们传讲神的话语，于是那天有三千
人悔改，受了洗。
  2) 彼得被圣灵充满，给官府和祭司长传
了福音。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

殿的人周济。彼得和约翰奉耶稣基督的名叫
他起来行走以后，给众人传福音的时候，有
五千人信了耶稣。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
十分恼怒，就把彼得和约翰关起来了。第二
天，他们审问使徒，说：“你们用什么能
力，奉谁的名，作这事呢？”那时，彼得被
圣灵充满，见证瘸腿的人怎样奉耶稣基督的
名得痊愈的事，然后宣布：“除他以外，别
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
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 4:12)
  3) 耶稣的门徒们反复被圣灵充满，放胆
去传福音。
彼得和约翰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
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
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祷告。祷
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
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4) 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立即去传讲神
的道。
保罗以前是一个迫害基督教会的人，但是在
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基督以后，受到
圣灵的充满。保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
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
儿子。
  5) 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广泛开展传教
活动。
保罗在安提阿教会做工的时候，受到圣灵的
指示，于是跟巴拿巴一起到别处传讲神的
道。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坐船往居比路
去。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有机会给
士求保罗传福音。但是那行法术的吕马敌挡
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保罗，被圣灵充
满定睛看他，严厉责备他的时候，他的眼睛
就瞎了。方伯看见所作的事，很希奇主的
道，就信了。保罗和他的同工不管走到哪里
都受到逼迫，但是他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
充满。(徒 13:52)像这样，圣灵充满是跟传
福音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圣灵充满”是
临时的，是一时的，所以基督徒为了有效地
传福音，需要反复得到圣灵的充满。
  某个圣经学者把圣灵充满分为“内在充满
和外在充满”。“内在充满”是跟基督徒的
人格有关，因为基督徒效法主耶稣的品性而
生活，接着跟圣灵的果子也有密切关系。还
有“外在充满”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基督
的福音，就跟得着能力，武装有关。不管分
为“继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和临时充满”，
还是分为“内在充满和外在充满”，总之基
本上的概念是一样的。若是整理的话是这
样；“圣灵充满”当中“继续不断地被圣灵
充满，或者内在充满”是，叫圣徒们效法基
督的品性而生活，跟圣灵的果子有关。“圣
灵充满”当中“临时充满，或者外在充满”
是，跟得着能力，传福音有关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要被圣灵充满
的命令。

  我们在新约圣经里看到，有关圣灵的启示
逐渐泛化。在使徒行传里主要讲的是，跟
传福音有关的圣灵充满，反面在保罗的书信
里主要讲的是，跟基督的品性有关的圣灵
充满。以弗所书第5章18节记载：“不要醉
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
这里说的“圣灵充满”不是指圣灵洗礼，也

不是跟预言、方言、圣灵的恩赐有关的。这
是跟基督徒的行为和品性有关的。被圣灵充
满的人，会得到圣灵的指示和控制。“要被
圣灵充满”，这话语的意思是，我们的意识
和行为要完全受基督的控制。
“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进一步看一下这句
子里的动词。
  1．动词是要现在进行时。我们应该继续
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2．是命令形动词。对于圣徒来说，圣灵
充满是必须的。
  3．是复形动词。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被圣
灵充满。
  4．被动形动词。耶稣说了：“父因我的
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使徒彼得向那些聚集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说
了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还指着撒马利亚圣徒
所受的圣灵说，是“神的恩赐”。彼得看到
聚在哥尼流家里的人受了圣灵，就说：“神
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
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
呢。”(徒 11:17)所以圣灵充满不是人为
的，而是父神和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圣
徒们将领受所赐的圣灵。
 

  最后，我来问一下三种问题。
 
  1．要想继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就应该
怎样做呢？
应该经常渴望被圣灵充满；恳求圣灵帮助；
要彻底服从圣灵的引导和指示；不断受
圣灵的控制。
  2．那么怎样分辨自己是否在圣灵充满的
状态中呢？
要是充满圣灵的话，就重视礼拜；因神赐的
恩典喜乐，感恩；用心传福音，喜欢做主
工；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
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3．圣灵是神，所以“被圣灵充满，不要
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正确的表现吗？
“圣灵充满”，这是指圣徒的智力、感情、
意志都在圣灵的支配之下。“不要消灭圣
灵的感动”，这话是指“不要拒绝圣灵的
引导”，“不要控制圣灵所赐的圣洁的欲
望”，“不要违抗圣灵的指示”。
  希望各位在生活上一定经历到圣灵的充
满，并继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因此过着以
礼拜为中心的生活，在主内常常喜乐，凡事
谢恩，积极传福音，用心做主工，同时结满
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