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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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礼姬

见证

天国的秘密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
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
有馀…”(太 13:10-17)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是一名行政公务员，在市政府工作。同事
和身边的人都积极给我传福音，可我当耳边
风。那时，我虽然很讨厌信迷信，或者崇拜偶
像的行为，不过也不愿意接受福音，是个无神
论者。尤其是老公特别反对我上教会。有个星
期天早晨，一位阿姨来我家催我上教会，那时
老公知道了，就威胁我说：“你要是去了教
会，我决不饶你。”弄得我在那位阿姨面前十
分尴尬。我生了二男二女，小儿子八岁的时
候，没想到又怀了孕。于是，在寒冷的冬天迫
不得已做了刮宫手术。那时应该调养身体，但
是过三天以后得上班。市政府离家不远，走八
分钟就到。走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大腿特别
疼，就像用针扎一样。双腿又疼又麻，好像站
在冰冷的雪地里一样冷。后来确诊是产后风。
母亲给我带来好多治疗产后风的药物，不过吃
了也是，没有任何效果。
  老公跟我结婚之前，为了参加司法考试，在
寺庙里住了一段时间，没想到竟然成为一个虔
诚的佛教徒。每次孩子哭闹的时候，老公就念
佛经，我怎么说他也不听。有一回，我因一种
疼痛极其难过的时候，还找人去算命。那时老
公回来说：“老婆，算命的人说我要是病了，
一定会死的。不过现在你替我得了病，所以我
病了，也不会死的。”母亲也跟老公一样用心
崇拜偶像，信迷信，所以专门到有本事的算命
先生那里，花好多钱买护身符，贴在我和老公
的身上。
  我用娘家给的钱买好多药吃了中药、西药，
可都不管用，还去找有名的医生看病也不见
效。母亲说有鬼附我身上，于是三天两夜祭祀

鬼神，又到远方给我买特效药，父亲也给我带
来了各种难吃的补身药。我像瘫子一样走也走
不动，就这样上了六个月的班。后来实在不好
意思继续上班了，就写了两次辞职书，可都退
回来了。我平时诚实、工作认真，所以市政府
特意照顾我，说，等恢复了健康，就来上班。
母亲每周都到我家帮我们做家务，老公每天照
顾孩子们上学，然后把尿盆放在屋里后上班，
真是难为他了。那段期间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
越不好。
  最后，母亲终于举起双手投降了。她听到有
位阿姨的见证以后，就对我老公说：“什么样
的方法我们已经都用过了，可就是不见好，反
而让她瘫痪。现在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还
是让她去教会吧，把一切交托给神。”以前，
我怎么求老公也是，他就是不答应我去教会，
可这回却让我去了。我跟来探病的同事说了，
想去教会的念头，就这样她给我介绍了恩典与
真理教会。
  我通过别人的帮助，第一次去了恩典与真理
教会。做完礼拜以后，大声祷告的时候，虽然
是头一次祷告，但我说：“神，我知道我错
了，求主原谅。以前健康的时候，我没有来找
您，现在瘫痪了却来找您，太对不起主了，只
要您医治我的腿，就一定好好事奉神！”那时
我大哭一场，涕泪交流，口水涟涟，直到上了
车还在泣声不止。同时深深悔改憎恶婆婆和妯
娌的事情，还有在心里诅咒老公的事情。堂会
长牧师为医治祷告的时候，就把手放在腿上。
突然，有一颗红色拳头般的火球，从牧师那里
向我飞过来了，那灯光十分明亮，几乎睁不开
眼睛了。发生了奇异的事情，是圣灵临到我身
上。当时，我确信两条腿一定得痊愈。回家以
后，一边想着做礼拜的时候唱的赞美诗，一边
情不自禁地哼歌。从那起，我最喜欢唱的赞美
诗就是‘我一路蒙救主引导’‘来归向救主，
不要耽误’。
  过几天以后，我真的开始能走路了，当时以
为自己在做梦呢。不过，那不是梦，是现实，

真是万分感激。刚开始上教会的时候，我没记
住教会的名称。第二次去的时候一看，原来是
恩典与真理教会，还有为医治祷告的人是赵镛
穆牧师。心里充满喜乐和感激。以前身体总发
冷，穿了七双袜子，三件内衣，可现在呢，只
穿长筒袜上教会。不过，那时我没有做完整的
十一奉献，又不像别人一样用心服事，所以总
感到内疚。虽然没人强迫我，但心里有很多压
力，于是决定暂时不去教会了。
  没想到从那开始双腿又开始发冷，比以前穿
了更多的内衣和袜子。我又深深悔改，归向
神；“神，从此以后，我绝对不会背叛主。就
算主不医治我的腿也是，我也会上教会的，求
主一定让我进入天国。”从那开始，不管遇到
多大的困难和事情，我并没有动摇，始终认真
过信仰生活。这一次，我又体验了有恩惠、有
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的神。身体重新
恢复健康以后，老公和孩子们都信了主耶稣。
尤其是大女儿和大儿子热心参加教会活动，比
谁都积极服事。我是一名劝事，现在搬到仁川
来住了。这里也有我们教会的圣殿，所以像以
前一样做礼拜、服事，真是感激不尽。我跟传
道士一起走访圣徒家庭，安慰他们、鼓励他
们，并给不信的人积极传福音。
  我以前十分骄傲，同事每次给我传福音时，
心想，“信耶稣，还不如信自己呢！”。即便
如此，神还是那么爱我，通过患难和痛苦让我
归向神，成为神的儿女。感谢神，医治我的双
腿，并让我深爱神而生活。慈爱的神，今天也
与我同在，让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
兴盛一样。相信耶稣永远永远爱我，所以我也
希望永远永远只爱耶稣而生活。哈利路亚！

  要讲某个事物的时候，为了帮助理解，一般
都利用比喻。耶稣用比喻的目的也是如此，但
还有另一面。耶稣用比喻讲得内容，虽然有
些人容易理解深奥的真理，但对某些人来说，
是一个无法知道的秘密。因为有些人是被神拣
选的人，可有些人并没有得到神的拣选。耶稣
用比喻讲的天国故事，都集中在马太福音13章
里。在这七种比喻中可以看出天国的性格，还
有成为天国百姓的人需要知道，并体验的内
容。耶稣所启示的天国秘密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个秘密在撒种的比喻里启示。
  神的道是种子，心田是地。心田有四种；如
路旁的心田。要是人本主义思想和哲学已经深
入人心，那么神的道即使落在心田里，也无
法生长的。如石头地上的心田。虽然听了道以

后，当下欢喜领受，但是遭了患难，或是受了
逼迫，立刻就倒了。像荆棘一样的心田。这样
的人听了道，可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
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如好土的心田。
以谦卑的心去领受神的道，并在心田里成长。
神的话语是种子，结三种果子；灵魂兴盛的种
子，凡事兴盛的种子，身体健壮的种子。听了
神的话语以后，顺从的时候，天国的性格通过
我们的灵魂、凡事、身体就结实，有一百倍
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那第二个秘密在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
中启示。
  这两个比喻说明天国是由小到大发展起来
的。相信并接待耶稣基督以后，拥有属灵的性
格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积极传福音，让许多
人成为天国百姓。并且基督徒的生活日益提
高，天天向上。灵魂重生以后，属灵的智慧和
知识更加丰盛，过着灵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
流逝，身体渐渐衰退，最后面临死亡，但是等
耶稣再来的时候，圣徒们将参与复活的荣耀。
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那第三个秘密在宝贝藏在地里的比喻，以及
一颗重价的珠子比喻中启示。
  这两种比喻说明，发现天国福音的真实价值

的人，将如何改变生活态度。不管是意外发现
宝贝，还是寻求的时候发现了，反正因为发现
了其内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变卖自己的所有，
去买那块儿宝贝。意思是一直当宝贝的东西，
全都扔掉了。违背福音的思想、意念、自己的
善行和业绩、世上的快乐都包括在内。并且还
为在天国要得的称赞、荣耀、尊贵，使用世上
的地位、名誉、权势、物质的意思。

  这两个比喻在说明将面临的神的审判，并且
又区分将在天国生活的人和被扔进地狱的人。
稗子的比喻说明，虽然现在假基督徒可以装
扮成真基督徒，但总有一天被分别出来。撒网
的比喻说明，不信的人被分别出来，将承受地
狱刑罚。在世上地位、权势、名誉、物质、外
貌、能力、人品是区分人类的标准，但是在天
国区分人类的标准是，看你是不是因信耶稣基
督重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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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洗礼和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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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恩典与真理教会
传道纸的人情联络！

  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圣灵洗礼和方言。要
想知道圣灵洗礼和方言的关系，就得看使徒
行传。在使徒行传里有五次记录领受圣灵洗
礼的场面。发生这五件事件的地区、民族、
受圣灵洗礼的人数和情况，以及出现的现象
都不一样，不过都有共同点。
 

  第一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记录
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场面。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跟从耶稣的120名门
徒，聚集在一处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这样
祷告了十天，那天正是五旬节，聚集在那里
的人都被圣灵充满。这时出现了三种独特的
现象；能听见、能看见、能说。聚集在那里
的门徒们听到了‘一阵大风吹过’，看见了
‘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还有‘被圣灵
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
来。’

  第二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记录
的，撒玛列亚人被圣灵充满的场面。
 
  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除了使徒以
外，其他圣徒们都分散到各处去了。腓利执
事到撒玛利亚传福音，那时信福音的许多男
女都受了洗。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
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
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按手在撒玛利亚人
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魔术师西门看见使
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
“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
以受圣灵。”那时彼得责备了他。圣经里没
有记载撒玛利亚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了
方言。但是西门看见被圣灵充满的场面，所
以估计人们都说了方言，其实这样猜也不碍
事的。 

  第三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记录
的，保罗被圣灵充满的场面。

保罗以为破坏教会就是事奉神的行为，所以
大发热心逼迫教会。他为了捉拿逃到外国的
基督徒，往大马色去了。没想到保罗在大马
色附近，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从那以后他的
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一生为传福音舍出
自己的一切。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
见，也不吃，也不喝。那时名叫亚拿尼亚的
人，得到主的指示，就来找保罗。亚拿尼亚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
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徒 9:17)
圣经里没有记载保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
了方言。但是看哥林多前书的话，就能猜到
保罗说了方言。保罗记载：“我感谢神，我
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林前14：18）

  第四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记录
的，聚在哥尼流家里的人被圣灵充满的
场面。

  神希望百夫长哥尼流和他的一家人听福音
得救，及被圣灵充满。于是神在异象中向哥
尼流和使徒彼得显现，指示他们该做的事
情。彼得到那里一看，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
亲属密友，在等候彼得。彼得讲了有关耶稣
的死亡和复活，以及信耶稣，罪就得赦免的
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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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第10章46节记载：“因听见
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那时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
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吩咐奉耶稣基
督的名给他们施洗。

  第五是，在使徒行传第19章里记录
的，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们被圣灵充满的
场面。
 
保罗第三次传道旅程中，向以弗所教会的
圣徒们问：“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
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
圣灵赐下来。”保罗问他们说：“你们受的
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
这是悔改的洗礼，所以保罗讲了应该奉主耶
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内容，然后给他们施行洗
礼；洗礼意味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保罗按
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
就说方言，又说豫言（或作又讲道）。一共
约有十二个人。
  有些学者们说，当时福音还未广为传播，
所以这几个被圣灵充满的场面是‘例外事
件’。但是信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说方言
的事件，不只是一次。120名门徒在耶路撒
冷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说了方言，从
那以后过了五年，保罗又受了圣灵的洗。哥
尼流家里的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事件
是，过了十年以后发生的，还有哥林多教会
圣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事件是，过了20
年以后发生的。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们被圣灵
充满，说方言的事件是，过了23年以后发生
的。如今也有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现象。

  使徒行传里有五次圣灵降临的场面，那时
使用的词语是这样。120名门徒聚在耶路撒
冷祷告的时候，受到圣灵的充满。那时是这
样表现的，圣灵洗礼、圣灵降临、圣灵充
满、圣灵的呼召。撒玛利亚信徒被圣灵充满
的时候说了，赐圣灵、受圣灵。哥尼流家人
的情况呢，说了，圣灵的恩赐浇在身上、降
圣灵、受圣灵的洗(徒 11:16)。保罗的情况
呢，用圣灵充满的话语来表现。以弗所教会
的圣徒被圣灵充满时，说了圣灵降在他们身
上。使用了圣灵洗礼，圣灵临到身上，圣灵
充满，圣灵的浇灌，降圣灵，受圣灵的表
现，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加以综合整理的话是这样。因信基督重生
是指‘受圣灵的洗’，但不可以说‘被圣灵
充满’。因圣灵重生，以及得到圣灵的充
满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圣灵洗礼’的话
语。因圣灵重生，同时也能被圣灵充满，但
就算是因圣灵重生也是，那绝对不是被圣
灵充满的状态。所以对圣徒们说‘受圣灵的
洗’这话等于‘要被圣灵充满’。并且，
可以对那些领受圣灵的洗礼的圣徒说‘要持
续不断被圣灵充满’，但是‘持续不断受圣
灵的洗礼’这样说就不对了。要是消除成见
和偏见以后再看的话，被圣灵充满的以后，
说方言，那是普遍的事。那么，不会说方言
的人，就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吗？这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有受圣灵的洗礼以后，
用心传福音，结出丰盛的果子也是，若不会
说方言的话，就是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礼的人
吗？在使徒行传里记录的被圣灵充满的五种
场面中，三次是清清楚楚地说了被圣灵充满
以后，说了方言的事情，但是其余的两个场
面也是，无法否认他们没有说方言，因为有
证据。即便如此，万万不能断定受圣灵的
洗，就能说方言。要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必须得说方言的话，圣灵一定让记录圣经的
人，把这些内容详细地记在圣经里面。说方
言，这是跟自己的性格和自我认识有密切关
系。有些人无法消除过强的性格和自我意
识，所以不会说方言。也有人因为对方言有
消极的偏见，神学的成见，所以不会说方
言。有些人受了圣灵的洗，但不会说方言，
其实这样的人不是不会说，而是不说。方言
是‘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证据’，其实这样
说不大合适，还是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最
容易看到的现象就是说方言，这样较好。最
关键的是要明白，神让圣徒们被圣灵的主要
目的就是‘传福音’的事实。希望各位每一
个圣徒都要恳求圣灵的充满，然后说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