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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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尹晶姬

见证

廉价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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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6.25

  隔壁邻居阿姨是信主的人，是执事。她非
常积极给母亲传福音，然后带她去了教会。
牧师和教会里的圣徒们为了哥哥的病，到我
家开始定期祷告。我们一家人也跟他们一起
做礼拜，恳切祷告，没想到有奇迹发生了。
定期祷告的最后一天，哥哥竟然好了，就像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满心欢喜地
感谢赞美自有永有的神、全能的神、慈爱的
神，还有向为哥哥祷告的牧师，及教会里的
圣徒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当时百姓们纷纷逃难到最后防线釜山，生
活过得十分艰难，那时我们一家人只依靠神
而生活。我们靠着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盼望，
克服了面前的一切困难。我长大了，结了
婚。丈夫以前那么真诚地崇拜偶像，可答应
结婚以后上教会事奉神。但他不守约，竟然
开始逼迫我。有一天，他心脏病突发而猝
死。当时，我要是不认识神，或者没有神的

恩典，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我真不知道是怎
么熬过来的，不过现在一想，原来一切是神
的恩典和帮助。神伸出他全能的手扶持我，
引导我。
  后来，我靠神的恩典，就搬到安养来住
了。然后，通过一位区域长成为恩典与真理
教会的圣徒。每次做礼拜的时候，通过牧师
所讲的道得到充满的恩典，于是积极参加礼
拜，又在唱诗班里服事。我为儿子也迫切祷
告。我活在神无尽的爱和恩典当中，不知为
什么总觉得身体发困疲劳没精神，于是到医
院做检查，没想到被诊断为子宫癌。
  刚开始特别害怕，

  我到原子能医院住院，订好手术日期，不
过因为血压太高了，没法儿做手术。那时教
会里的圣徒们同心合意的为我祷告，于是血
压立即变正常，便做了手术。靠神的恩典，
手术做得很成功。我在医院的时候，经常听
到了从祷告室里传来的赞美歌声。“奇异恩
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
被寻回，害眼今得看见。”当我一听到这歌
声，心就颤抖，充满感激之情。
  我住院三个月后出院。刚开始身边的人都
说我活不了多久，就算做了手术也是，那
只是延期一点点的生命而已。那时，我的身
体非常虚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再加上医

术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所以他们这么想是
正常的。即便如此，全能伟大的神，没过多
久，就让那些人看到他们的想法是错的。哈
利路亚！感谢神，一切荣耀归于神。我病好
了以后，更加以礼拜为中心生活，更加用心
在唱诗班里服事。
  那段期间，靠神的恩典，我儿子在主内找
到了理想的伴侣。感谢神，又给了我一个十
分可爱的孙女。不但这样，神还让我参加教
会里的宣教合唱队，我在美国纽约著名的卡
内基大厅称颂神，并且又在许多韩国人教会
里称颂神。虽然那时候做了长时间的飞机，
但并没有影响到健康。当时，还发生过这样
的事情。有一天，我们队员抽空坐巴士去观
光尼亚加拉瀑布。去的时候，突然下了一阵
大雨，差点看不到那雄伟的风景。队员们在
车上同心合意的祷告，希望有奇迹发生。过
了一会儿，雨真的停了，外面的阳光那么灿
烂，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突然，天空出现一
道美丽的彩虹，令人好感动，好幸福。
  我写这篇见证的时候，

  在各种各样的无知和误会当中，对人最
不好的，还有最有害的，就是对福音的无
知和误解，因为可以把人生变成一场悲
剧。坦率地说，他的出生就是一个悲剧。
福音是因耶稣基督而来的好消息。有些人
把得救的真理，乃是福音当作不值钱的东
西。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人是谁？
然后再看一下所带来的结果。
  第一，有些人认为福音是廉价的，所以
看不起福音，或者拒绝福音。
  他们认为只相信耶稣基督，就罪得赦
免，上天堂，这太单纯，太容易了，所以
无法接受。一般来说，要付出什么代价，
才能得到什么。就算不是金钱，但也需要
什么努力，或功劳。他们认为罪人得神的
饶恕，进天国，这是一件非常巨大的事
情，所以绝对不可能只信耶稣基督就可

以。其他宗教呢，需要修养、苦行、慈
善，等等的功德，由此他们判断跟这样的
宗教比较的话，就当然不合理。
  第二，有些人认为福音是廉价的，所以
离开教会。
  得救的福音是因着耶稣基督

  第三，有些人认为福音是廉价的，所以
口里说信耶稣基督，但凡事不为神的荣耀
而行。
  人的行为不能使灵魂重生，但是重生的
人的行为将发生很大变化。在生活上语言
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积极正面，并结圣灵的
果子，这都是自然现象。虽然有信仰的年
轮，但是无法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仍
有属世的贪心，受到众人的指责，亏缺了
神的荣耀，但还不改正的话，就说明他的
确有问题了。真的好好看一下，他们的信
心是不是真的。
  第四，有些人认为福音是廉价的，所以

歪曲福音，但是福音绝对不是廉价的。
  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绝对不缺什么，所
以根本不需要人的行为、功劳、业绩，唯
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想添加什
么，或者想用什么来代替的话，这人就不
能得救。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只管照着神
的启示，照着圣经传福音就行了。不然，
为了投合别人的口味混乱福音的人是冒牌
先知。并且，又不按照圣经相信，而通过
教会生活和宗教生活做的许多事情，想保
障得救的话，这样的人就不能得救了。
  信耶稣基督的人白白得到了，神赐的
义、永生、天国。是白给的，就不值钱
吗？不是的。那是因为我们无法买得到
的，也是靠什么行为无法得到的，是价值
连城，没法计算，所以藉着神的独生子耶
稣基督的代赎赐给我们，一切都是出于恩
典。神向我们要求的只有一个，乃是信
心。只有明白这样的事实以后，空着手来
到主面前，完全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能
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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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我们仔细看一下有关方言的内

容。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里头一

次提到方言。复活的耶稣升天之前，对门

徒们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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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奉我的

名赶鬼，说新方言。”(可 16:15-17) 这应

许是现在进行式的。意思是，这样的神迹不

仅是现在，而且将来也会发生。使徒行传

第一章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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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里记载圣灵的降

临，以及有关方言的应许照着耶稣的话语成

就的场面。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所和情况

下，受到圣灵的洗礼，并且又说了方言。

  首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一下，信
徒们受圣灵洗礼的场面。
 

  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记录了第一个场面。有

120名门徒聚在一起一边专心祷告，一边遵

从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等候应许。五旬

节那天，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

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第八章里

记录了第二个场面。彼得和约翰给按手在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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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用钱

买。我们可以推想西门想买的一定是方言。

使徒行传第九章里记录了第三个场面。保罗

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见到了复活的耶稣，然

后在大马色受到圣灵的洗礼。保罗在哥林多

前书第十四章十八节里说了：“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是在暗示着

保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了方言。使徒行传

第十章里记录了第四个场面。彼得给聚在百

夫长哥尼流家里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圣灵降

临在所有听道人的身上，他们都信了耶稣，

高声赞美神。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里记录了第

五个场面。保罗按手在以弗所人头上，圣灵

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豫

言。（或作又讲道）。像这样，使徒行传里

一共有五次被圣灵充满的场面，其中三次是

有明确的证据，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了

方言。不过其余的那两个场面也无法否认他

们没有说方言，因为有证据。即便如此，绝

不能轻易断定受圣灵的洗，就能说方言。只

是丢弃偏见以后察看的话，被圣灵充满的时

候，最容易看到的现象就是说方言。

  我们看一下非圣经性的主张和看法。

  1．有些人主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的圣

灵恩赐当中，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是最后记

录的，所以这两个恩赐并不重要。其实这样

的主张是不对的，因为记录的顺序并不代表

其重要性。神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恩赐都是极

其贵重的。

  2．有些人主张方言是别国的语言之一。

  方言是圣灵的恩赐，

  3．有些人主张方言是毫无意义的反复说

同样的单词。

  这样的主张是不对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用方言祷告，就
有怎样的益处。

  1．方言使我们在灵里与神交通。

  哥林多前书14章2节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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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发出的祷

告, 可以说是圣灵帮助我们来祷告。不过没

有人能听懂方言，连自己也不知道。说方言

的人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2．说方言，就能增强信心。

哥林多前书14章4节记载“说方言的，是造

就自己。”方言是造就自己的一种手段。

  3． 有了翻方言的恩赐，就多得造就教会

的恩赐。

  说方言的人和听方言的人，都听不懂在说

什么，因为他们在灵里说话。说了用灵讲说

奥秘，但要是圣灵赐给我们翻方言的恩赐，

就能听懂了。能翻方言的话，就跟传达神话

语的预言有同样的效果。

  4．方言是，用灵祷告、用灵赞美的一种

手段。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四节和十五节记载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

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麽说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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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平时的语言来祷告赞

美，但要是用方言祷告赞美的话，我们的信

仰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丰饶。虽然没有人

能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

的奥秘。

  5．说方言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安

息，并令人欢欣。

  用方言祷告的话，方便多了，可以长时间

的祷告。不过只用语言祷告的话，时间越

长，就越没话可说了，由此觉得祷告难，成

为一种负担。方言是用灵祷告的，所以我们

的心灵得到安息，并觉得欢欣。用灵祷告的

话，一点也不觉得累，可以长时间的祷告。

 

  最后，我们看一下说方言的时候，要
注意的几种项目。

  1．绝对不可以用方言代表众人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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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绝对不可以用方言讲道。“但在教会

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

万句方言。”(林前 14:19)

  3．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称颂的时候，一

定要分场所。大家一起大声祷告，或者一起

用方言祷告的话，就没什么大碍。但是身边

的人都在心里默默祷告的时候，你用方言大

声祷告就不对了。还有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发出特大的声音。

  教会里的指导者绝对不能禁止，圣灵所赐

给我们的恩赐。应该帮圣徒们分辨属灵的恩

赐，并正确运用圣灵的恩赐。保罗使徒教

导信徒们在礼拜当中说方言的时候，要注

意的几种项目。因这样的缘故，他担心有些

人误解，对方言产生反感。所以为了避免

这样的误会，他这样说了：“我愿意你们都

说方言，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林前 

14:5)还说了：“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

们众人还多。”(林前 14:18) 最后以坚决

的语调说道：“所以我弟兄们…不要禁止说

方言。”(林前 14:39) 

  希望各位圣徒们，对保罗使徒的这些心愿

和感激深有同感，同时尽情享受方言所带来

的各种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