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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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美子

见证

在基督里的死亡 生命 幸福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
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
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罗 6:3-11)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出生于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根本不

认识神与耶稣基督而长大。青年时期，跟

一位青年交往的时候，第一次去了教会。

他是我现在的丈夫，当时他非常积极的从

水源到安养恩典与真理教会参加礼拜，是

一个虔诚的青年。

  谈恋爱期间，还有新婚初期，我迫不得

已，只是偶尔去一次教会。做礼拜的时

候，不是胡思乱想，就是在打盹。有一

次，还纠缠丈夫说过，“我好像不适合去

教会，能不能信别的宗教？”

  后来，突然丈夫的身体出现异常，而我

又怀了孕。从那起，我开始积极参加礼

拜。因为，我很希望丈夫能够尽快好起

来，同时也希望肚子里的宝宝，像那些在

耶稣里健康成长的孩子们一样长大成人。

  我虽然很用心参加礼拜，但是刚开始觉

得圣经陌生，根本听不懂牧师讲的是什

么。再加上，以前属世的习惯还没有改，

所以有时跟世界妥协，又有时按自己的想

法判断、理解，并事奉神。

  就这样，我在信仰上没有任何进步和发

展，可是神赐给我十分贵重的儿童区域长

职分，并且又在教会学校里服事。我非常

不足、软弱，根本不适合接受这样的职

分。尤其是教导那些孩子的时候，根本不

需要世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用圣经里的

话语和祷告来教导。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件

容易的事情，所以万万没想到神会赐给我

这样的职分。刚开始，我无法接受神的旨

意，因为教会里有那么多虔诚的信徒，真

是搞不懂神为什么偏偏拣选了我。

  但是，没过多久，我完全明白了神的旨

意。神的呼召和拣选里常常都有更美好的

旨意。当时，我不足，很难承担职分，但

是我下定决心顺从神的话语执行的时候，

神赐给我充充满满的恩典，并让我时时刻

刻体验到神的爱。有了这样的体验以后，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变得更加深厚。我这才

深深明白，不是因为我信仰深厚，而是因

为神怜悯我，让我通过这样的体验拥有更

坚固的信心。

  我那两个孩子自然每周都跟我一起上教

会做礼拜，并在主内成长。我为了教教会

里的孩子们用心学圣经，并爱慕神的话

语，聚精会神地听堂会长牧师所讲的道，

用心灵和诚实拜神。

  我夫妻俩是双职工夫妇，所以大孩子从

小就开始上了幼儿园。因这样的缘故，一

到星期天孩子就总跟在我后面寸步不离，

不肯离开我，使我无法照顾别的孩子们。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根本没有时间陪孩子

玩儿，很多时间都是一个人呆着。所以孩

子受到很大伤害，竟然得了抽动症。他特

别害羞、怕生，不敢接触陌生人，六岁的

时候，才肯妹妹一起到幼儿部做礼拜。

  小女儿体弱，得一点小小的感冒，就引

起支气管炎、肺炎，或者哮喘等。并且

一发烧就惊厥，很令人担心。这两个孩

子就是我们家的最大祷告题目。当我看

到这两个孩子到主日学校做礼拜，就很

不放心。心想‘我不在他们身边，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孩子有变化

了。总是寸步不离的大儿子，竟然一个人

到幼年部做礼拜，然后跟其他孩子们一起

玩儿，唱赞美诗，祷告。还有小女儿不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发烧，也不惊厥，已

经恢复了健康。她在教会里的幼儿部认真

做礼拜，这都是神的恩典。感谢神，愿一

切荣耀归于神！

  他们俩坐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经常

唱赞美诗，平时又在家里跳舞赞美神。就

这样他们的身心变得越来越健康，而且信

心也逐渐增长，真是可爱极了，感谢神！

他们还知道为爸爸、妈妈祷告，又因信心

软弱经常灰心的妈妈祷告。当我看到这样

的孩子们别提有多幸福，别提有多高兴。

感谢神，向我们每一个家人赐给如此极大

的恩典与爱。

  人人都希望得到幸福，并长寿。人们为
了实现这样的梦想在不断努力、奋斗。即
便如此，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只有在圣
经里才能找到。这答案听起来有些矛盾，
但意味深；那答案是‘死’。那么我们看
一下，那答案的意义吧。
   第一  要想得永生，就得死。
  如今，由于生命科学的发展，人能够保
持年轻，延长寿命。科学的研究和开发使
维持年轻、延长寿命方面有了很大成就，
但心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这世界果
然是不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生活的地
球遭受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地球上的资源
越来越少。要是永远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的
话，就不是那么愉快的事了。就算科学再
发达也是，我们能够享受的健康和年轻是
有限的。

  圣经向我们提示的，并说的长生不老，
不只是指这世上的生活。圣经里说的永生
是指，以荣耀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将永
远在天国里生活。那么，我们怎样才能
得到这样的永生呢？答案是‘死’；这是
指，在耶稣基督里所经历的死亡。只要信
耶稣基督，就藉着圣灵的事工在耶稣基督
里，然后与耶稣基督有奥秘的联合。因此
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和他一同埋葬，也就
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
复活神的功用。因信耶稣基督，与基督同
死，这是惊奇而奥秘的体验。若没有这样
的体验，就不能以属灵的身体，在天国永
远生活。
   
  世上的名声、地位、财物这根本不是幸
福的必要条件。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
人，就得过着符合圣徒的生活，符合义人
的生活。为了过着符合圣徒的生活，就要
除掉旧人的品性。那么，怎样才能除掉旧
人的品性，过着符合圣徒的生活呢？
  1．罗马书6章10节，11节里有答案。
  首先，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我
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瞬间，就在基督耶
稣里与基督同死。这时已经向着律法，向

着罪死了。我们也向着罪没有反应，就像
死人没有任何反应一样。然后，向神在基
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意思是，要
向着神作出肯定而积极的反应。向神在基
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样就顺着
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而结圣
灵的果子。
  2．加拉太书2章20节里答案。我们要知
道自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
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以前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并照着
自己的心意而行，但如今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由此遵行神的话语而生活。
  其实，人要是不晓得在基督里的生与
死，那根本不会知道生与死的意义。死了
的话，就能得永生。在耶稣基督里向着律
法，向着罪死了的人，就能得永生。死了
才能幸福。在耶稣基督里除掉旧人的品
性，并与基督同死了，就能享受属灵的喜
乐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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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
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
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
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
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
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守住信心的人

china@gntc.net

韩国：82-31-446-5831， 
中国：86-139-0461-1140 

需要恩典与真理教会
传道纸的人情联络！

  有句话说‘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
切’，但其实有一样东西比健康还重要，
那就是信心。‘失去信心就等于失去一
切’这话是真理。换句话说，‘若没有失
去信心的话，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失去。’
这信心是指，跟灵魂得救有关的。因人类
祖先亚当的犯罪，他的子孙都带着罪的本
性而出生，以致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由
此看来，对于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当务
之急就是避免灭亡，灵魂得救。惟有耶稣
基督才能解决此事。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代替罪人，承受刑罚。耶
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然后第三天从
死里复活了，此事证明耶稣的代赎事工成
功了。所以现在我们该做的是，接受耶
稣基督为救世主就可以，因为耶稣基督
被钉于十字架上，代赎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从圣经里找一下，跟得救的福音有
关的内容。约翰福音3章16节和1章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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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信耶稣基督，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
也是非常难的事情。那么，我们看一下，
信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容易的事情。1．不需
要体力。2．不需要学历。3．不需要钱。
4．不需要人生经验。5．不需要社会上的
地位。
  
  1．因为已经接受了其他宗教。2．因为
沉浸着无神论思想。3．因为产生消极成
见。4．因为周围人的反对和逼迫。5．因
为过于专注于世上的事情。6．因为没有
机会，或者很少机会接触福音。7．因为
听到了被歪曲的福音。当我们想到这样的
理由，就能够明白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幸运
儿，不过一定要守住其信心。为此，我们
需要倾听今天讲的道，并且还要把记录此
话的保罗当作我们的榜样。

  首先，我们看一下保罗使徒是怎样守
住信心的。说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
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
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 4:7)

  第一个部分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
过了’。 
  基督徒要打各种各样的仗，这是不信的
人无法理解的。要是没打过这样的仗，就
说明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假基督徒。
要跟魔鬼打仗。魔鬼攻击基督徒的目的
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让基督徒疏忽礼拜
和传道；二是，让基督徒早晚离开教会。
为此事魔鬼使用威胁和诱惑的手段，所以
圣徒们要勇敢抵挡魔鬼的诡计。基督徒要
跟这世界打仗。“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
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
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
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一
书 1:15,16)基督徒要跟自我打仗；为了
战胜阻碍灵性进步的品性而战斗。那些品
性是，愤怒、自我、性急、懒惰、嫉妒等
等。那么怎样才能打胜仗呢？ ①不要把那
些不好的品性正当化 ②下定决心改正 ③
悔改 ④恳求圣灵的帮助。
   
  开始容易，但是要坚持到底，就不是那
么容易的事了。赛跑选手应该按指定的路
线跑。在半路上，遇到患难和逼迫也是，
千万不要放弃。不要像底马一样贪爱现今
的世界，而离开保罗使徒。
   
  如今也像以前一样有很多混乱福音的
人。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基督，但绝对按照
圣经的说法相信。圣经里的话语十分清
楚地讲了这一点。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
6节，使徒行传4章12节的内容吧。耶稣
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
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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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
人说的跟这些内容不同的话，说明他的信
心是假的。希望各位圣徒们一边回忆过
去，一边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
已经守住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守住信心的保罗
使徒所期待的是什么？“从此以后，有
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
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
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
摩太后书 4:8)

  1．‘公义的冠冕’是指，因信耶稣基督
称义的人所得到的冠冕。
  在这里说的‘公义’不是靠人的努力和
行为而来的。审判者神在天上宣布，称信
耶稣的人为义。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
这样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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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设立耶稣作

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
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
义” (罗马书3:23-26)人能够在神面前称
义，这是因为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并且
又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称为
义，那完全出于信心，出于恩典。
  2．说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
的”。
若没有这样的信心，将来就会面对最悲惨
的死亡。若没有被神称义，就不能站在神
面前，然后在最后审判台面前受审，最终
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所以一边深深相信
有公义的冠冕为自己存留，一边切切期待
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这是在世上无法得到
的幸福。 
  3．
  说了‘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
他显现的人’‘爱慕他显现’在这里说的
显现是指耶稣基督的再临。耶稣第一次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完成了对付罪的工
作，拯救了人脱离罪，叫人得着新的生
命。但第二次降临是为了接圣徒，同时审
判世界。只要是真正的信徒，就一定会爱
慕主的再临。‘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都能
得到公义的冠冕。
  总有一天，人人都会离开这世界。我们
虽然不知道那时期，但总有离世的时候。
从出生到离世的间距看起来很大，但一晃
就会过去的。在这世上的期间，不管遇
到怎样的苦难，不管怎样面对死亡，这不
是重要问题。最重要的是，各位随时都回
忆过去，并展望未来，然后要这样表明。
这样的话，各位的出生，就是一个很幸运
的一天，还有在世上的生活将变为极其珍
贵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
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
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
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
人。”(提摩太后书 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