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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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正南

见证

信基督的人受的审判

“…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
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
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
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林后 
5:8-10)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五年前的二月份，一个寒冷的冬天，我
在首区域长家里做礼拜的时候，突然感到
头晕，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跑到外面呕
吐。住隔壁的阿姨看见了，非常担心连忙
帮我去拿手纸。传道士也吓住了，只好提
前结束礼拜，然后为我祷告，劝我赶快到
医院做检查。当时，我去了离家不远的一
家医院，那时医生让我尽快到大医院做检
查。那天晚上，又开始头痛，呕吐，于是
跟老公一起到大医院做CT，接受MRI检查，
检查结果是脑血管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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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老公还不信神，但他也跟孩子们
一起为我用心祷告。靠神的恩典，过了一
星期就转移到普通病房。我恢复的速度比

谁都快，医生也感到很好奇。当时体温
一直偏高，就拿冰袋放在两个腋下，一边
仰望神，一边等着出院。之后过了十五天
后，我终于出了院。心中充满了对神说不
尽的感激之情，还有非常感谢在教会为我
祷告的每一个人。多亏参加祷告会的时候
出了事，不然要是一个人的话，就不知该
怎么做了，真是不幸之万幸。多靠那些为
我祷告的许多圣徒，以及神的恩典手术圆
满成功，使我以最快的速度康复出院。出
院后，希望靠神的恩典完全恢复健康，于
是更加信靠神、依赖神。
  女儿住在离教会不远的地方，我在那里
调养身体。虽然当时若没有别人的帮助，
就不能站起来，但心里描绘自己上教会积
极服事的场面。女儿家住六楼，每次从阳
台上往外看的时候，就相信总有一天我一
个人也能走路。一到星期天，就很想上教
会，于是流泪向神祷告；“神说了，若没
有神的引导，就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
神，求您帮帮我，让我靠自己的两腿上教
会做礼拜。”同时感谢神，让我通过孩子
们的帮助上教会做礼拜。牧师和传道士看
见我来教会了，就感到十分惊讶，还再三
嘱咐多加小心。我好感谢神的恩典，做礼
拜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激之情，
于是流了好多好多的热泪。 
  参加周一祷告会和周五祷告会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总是自言自语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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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

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
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
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约
14:1,2）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当时身体已
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那年四月份，老公说身体不大舒服，于
是到医院做了检查，没想到被确诊为肺癌
晚期。老公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迎接耶
稣为一生的救主。就这样老公接受耶稣
以后，六月份去了天堂。我二月份做了手
术，在我刚刚恢复健康，老公就蒙神呼召
去了天堂。在那艰难的时刻，神时时与我
同在、安慰我、鼓励我，并赐给我平安。
婆家的人都不信耶稣，所以我担心会发生
不愉快的事情，因为葬礼完全依照基督教
仪式举行。但是出乎意料，没发生任何事
情，葬礼顺利举行。我那三个女儿和女婿
都很支持我，再加上神的恩典临到我身
上，于是还有机会给那些不信神的家属传
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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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耶稣基督的人真的不受神的任何审判
吗？不是的，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受神的审
判。只是不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受审判；
换句话说就是不受被扔进火湖里的审判。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下，信耶稣基督的
人将受的审判。 
  1．过去的审判
  这是说，耶稣基督为了担当我们的罪，
替我们受审判的事件。耶稣为我们的罪
孽，代替我们受了刑罚。信耶稣基督的人
已经在基督里受了审判，所以没有定罪，
也没有审判。因为已经罪得赦免，得称为
义，所以不会站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接受

审判。神是至圣的神、公义的神，由此即
使是很小很小的罪也不会看过，一定施行
审判。但是，耶稣基督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2. 现在的审判
  以色列百姓是被神拣选的人，要是看他
们的历史就知道，一面是神的拯救，
另一面是神的审判。在基督里被神拣选的
圣徒也受神的审判，其实还是用处罚的词
语来表现比较合适。要是基督徒的行为不
合乎神的儿女、天国百姓、圣徒的身份，
就受神的责备和警告。圣徒们应该遵行神
的话语而生活。做礼拜的时候，或者举行
圣洁仪式的时候，首先要懂得其内的真正
意义，然后再以虔敬的态度参加。神使用
爱的鞭子教训我们的时候，应该感谢这样
的判断和处罚，然后悔改，所以信徒行事
为人要圣洁，虔诚。
  3．未来的审判
  圣徒们将面临的最后审判，所谓‘基督
的审判台’。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
得自己的赏赐。为神的荣耀，为得主的喜
悦而做的事，如金银、宝石，所以不会被

火烧的。反而会得到主的称赞和赏赐。不
过为了满足私欲而做的事情呢，如木头、
干草、稻草，一定被火烧掉的。所以就算
是得了救恩，那也是羞愧的，就像光着身
子从火里跳出来一样。虽然信耶稣基督的
人都能得救，但是在天国里享受的荣光，
地位是不一样的。圣经里还说了圣徒们将
要得到的冠冕。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
为了得冠冕和赏赐所预备的机会。
  神不但是创造主、统治者，而且又是审
判官。公义的神绝对不会默认，或者容忍
罪恶；以前也是，现在也是。只是人在世
上的期间，不一定照个人所行的得报，但
有未来的审判，就是最后的审判。没有得
救的人，将站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按照
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
人，也将按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有些人
就算得了救恩，但得不到应得的奖赏，是
羞愧的；然而有些人将得称赞和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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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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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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属灵的恩赐。哥林
多前书十二章里记录了九种圣灵的恩赐，
罗马书里记录了十二种。

  首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2章里记
录的圣灵恩赐。
  
  1．智慧言语的恩赐
  圣灵赐给我们的‘智慧的言语’，使我
们正确分辨，并妥当处理面前的各种情况
和问题。不是出于经验和训练的智慧，而
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因信耶稣基
督受逼迫，受审的时候，耶稣让圣徒们这
样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豫先
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
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驳不倒
的。”(路 21:14,15)这是说明，耶稣决定
要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

  2．知识言语的恩赐 
‘知识言语的恩赐’使我们能够正确地传
播神的话语。并且‘知识言语的恩赐’使
人类不通过什么情报手段，只靠圣灵的教
导也能知道事物的真相。因圣灵的降临有
了教会，并复兴的时候，发生了不该发生
的祸事。那时信徒们都很积极地为教会奉
献。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
子撒非喇，卖了田产。他们却私自留下几
分，把其余的拿出来放在门徒脚前，假说
是全部。那时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亚拿
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
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
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
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
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徒 
5:3,4)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
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彼得不是通过别
人知道了此事，而是通过“知识言语的恩
赐”知道的。

  3．神赐他属灵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是属于圣灵的恩赐。信耶
稣基督的信心是出于圣灵的信心。“若
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
主的。”(林前 12:3)神赐他属灵的信心
时，凭其信心行事的话，就会发生奇迹般
的事情。有个叫大比大的人，广行善事，
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
洗了，停在楼上。门徒打发两个人去见彼
得，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耽
延。彼得来了，那时众寡妇拿多加与他们
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彼得看。彼得
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的时候，产生
了惊奇的信心，于是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比大，起来！”她就睁开眼睛，见了
彼得，便坐起来。彼得拥有的是神赐的属
灵的信心。

  4．医病的恩赐
 “医病的恩赐”，医病和恩赐的原语都
是复数名词。这是说明各种疾病都是要治
疗的。大部分的圣徒都有医病的恩赐，但
有些人得到的恩赐比较多。所以为医治祷
告，这是圣徒的义务，也是特权。

  5．行异能的恩赐 
  运用行异能的恩赐行出只有神才能行的
异能神迹来，这是在证明神的存在，以及
神为圣徒做工的事实。希望各位为了彰显
神的荣耀，积极传福音，切慕属灵的恩
赐，同时要恳求行异能的恩赐。

  6．做先知的恩赐
  彼得后书1章20节和21节记载：“第一要
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豫言，没有可随
私意解说的；因为豫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
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记载：“圣经都是神
所默示的，（或作凡神默示的圣经）于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
有益的。”我们通过这样的句子可以知
道，从根本上讲预言就是，神赐给先知和
使徒的话语，乃是记在圣经里的话语。完
成新约、旧约圣经以后，圣灵赐给我们预
言的恩赐。在一般的情况来讲，预言是对
未来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报或者断言，不过
更是说造就、安慰、劝勉的的意思。哥林
多前书14章3节记载：“但作先知讲道的，
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虽
然预言是指未来发生的事，不过我们要留
意的是，这样的预言跟圣经里的预言是完
全不同的。我们应该用圣经里的话语辨
别，并判断。

  7． 辨别诸灵的恩赐
  彼得被耶稣责备的事件，告诉我们分辨
诸灵的尺度是什么。有一天，耶稣向门徒
们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必须上耶路
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时彼得立即拉
着耶稣说：“主阿，万不可如此，这事必
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就责备彼
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
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
意思。”其实彼得做的一点都没有错，但

是耶稣明确地说了，彼得说的是撒但的想
法。说了违背神的旨意的话语，就说明他
已经接触了撒但的灵，或者受到撒但的影
响。神的旨意都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否
认，并歪曲圣经的行为都出于撒但。

  8．说各种方言的恩赐
  方言不是人们说的那种话语。“那说方
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
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
说各样的奥秘。”(林前 14:2)“我若用方
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
果效。这却怎么说呢？我要用灵祷告，也
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
性歌唱。”(林前 14:14,15)希望各位都要
得到说方言的恩赐，在心灵里，与神讲说
各样的奥秘。

  9．翻方言的恩赐
  说了，说方言的人和听方言的人都听不
懂说的是什么话。说了用灵讲说奥秘，不
过要是圣灵赐给我们翻方言的恩赐，就能
听懂说什么了。能翻方言的话，就跟传达
神话语的预言有同样的效果。如今我们都
有圣经，所以谁都能看到圣经里的神的话
语，并随时都能听讲道，由此看来翻方言
的必要性不如初代教会高。

  接下来，看一下罗马书12章里的恩赐。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豫
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豫言；或作执
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
一教导；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
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
人的，就当甘心。”(罗 12:6-8)除了哥林
多前书12章里的恩赐以外，还有作执事、
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的恩赐。
虽然这样的恩赐有所差异，但所有的圣徒
都能得到的。积极运用这些恩赐的人，就
是有智慧的人，也是有福气的人。为了彰
显神的荣耀，传福音，造就教会，圣灵把
恩赐赐给每一个圣徒。    
  我来说一下，跟圣灵的恩赐有关的三个
句子。“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
处。”(林前 12:7)“你们要切切的求那
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
们。”(林前 12:31)“既是切慕属灵的恩
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林前 
14:12)圣徒们已经对圣灵的恩赐有了很多
知识，所以要切慕，并恳求属灵的恩赐。
希望各位每一个人都要得到更多的属灵恩
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