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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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景淑

见证

最值钱的财产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
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林前13:13）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和老公是1986年结婚的，我们生了两
个孩子，日子过得还挺富裕的。老公在几
个兄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家里的人都期
待着他的成功。他经常充满自信，觉得只
要努力，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他性急、
仗义、好胜，荣誉心很强，问题就是太固
执，自以为是，根本不愿意听别人的话，
还有一喝酒，就耍酒疯。不知什么时候
开始，我真的很难接受他这样的性格和行
为，便陷入精神痛苦之中。
  有一天，我背着孩子去药店，想买忌酒
的药。但是药师听了我的话以后，说，不
是本人的话，就不能随便开药。他还说，
吃药也不一定管用，倒不如信耶稣，过信
仰生活。我每次去药店的时候，就看到他
在看圣经的场面。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
的印象，觉得高尚、美好。于是决定等有
空了，就一定去教会看看。
  我通过一位首区域长到恩典与真理教会
决志信主。第一次上教会做礼拜的时候，
都忘了听了什么。不过有两件事记得很清
楚；一是站起来决志信主，二是唱赞美诗
405章的时候，流了好多好多的泪。这是
1991年发生了的事情。从那以后，我积极
参加礼拜，认真听堂会长牧师所讲的道。

就这样，我的信心逐日增长，1995年接受
区域长职分。
  老公在单位表现得很出色，连续升职，
还被别的公司调走。但是没过多久，公司
面临危机，老公就接管这家公司。老公为
公司作出极大的努力，拼命工作，于是总
算安定下来了，可没想到这回又碰巧遇到
金融危机。结果，整理公司以后，搬家
了。幸好那儿有恩典与真理教会，我可以
跟圣灵充满的圣徒们一起做礼拜、服事、
传道。虽然家里的环境不怎么好，但是以
教会为中心生活，信心变得更坚固了。

  通过接二连三的患难，老公终于谦卑地
来到神面前，彻底依赖神、仰望神，成为
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没想到那些患难，竟
然变为福气。老公蒙受神的恩典，有了很
大变化。藉着圣灵的工作，改掉了以前的
坏习惯，开始以神为中心，以礼拜为中心
生活。靠神的恩典和帮助重新创业。他当
作这是神赐的最后机会，于是一边祷告，
一边认真工作。就这样，神赐福与他，事
业有成，迅速的恢复了经济。
  当我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更积极参加
礼拜，用心服事主。我在这多灾多难的日
子里，进入圣经学校和圣经大学认真学神
的话语。我设立目标每天看五章以上的圣
经，早晚做一个小时的祷告，然后为实现
这目标而努力。一遇到什么问题，就进行
禁食祷告。当时，通过堂会长牧师讲的约
伯记讲解，学会了忍耐，并有了完全依赖
神的信心。我坚信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于是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我凭这样
的信心克服了面前的一切困难。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
后，我必如精金。”（约伯记23:10）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
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大女儿在神的恩典里健康成长，她在主
日学校服事。那时因就业问题伤心难过的
时候，牧师为她祷告，并说了传道书里的
这一段话语；“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
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
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
时的机会。”（传道书9:11）后来，女儿
在大企业实习以后，如她所愿，找到了一
份很好的工作。小儿子也经常对我说：
“妈，我会努力学习的，请你帮我多祷
告。”他在主内怀抱希望，勤奋学习，于
是给了我很大的成就感和喜悦。深深感谢
神 这样细心照顾他们，并引导他们。
  感谢神赐给我首区域长职分，使我尽心
尽意服事主而生活。我知道所求于管家
的，是要他有忠心，因此决定竭尽全力为
教会服事，以主耶稣的爱心服事圣徒，
并积极去传福音，好让许多人回到主的
怀里。我相信只要尽自己的职分，用心祷
告的话，到时候，神一定按自己的旨意，
让那些不信耶稣的亲属接受耶稣，得到救
恩。感谢神 拯救了我和家人，并赐予丰丰
富富、充充满满的恩典，我不由得不从内
心深处感谢赞美神。

  我们呢，看一下只要决心，并努力的
话，谁都能得到的无形财产；那就是信、
望、爱。这是跟货币、动产、房地产等类
型的财产完全不同。虽然没有什么财产，
但是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活力，以及会享
受人生的人有信、有望、有爱。但是信、
望、爱也有自相矛盾的一面；因为相信、
盼望、爱某个对象，所以有时带来极大的
不幸，不过也有根本没有什么问题的信、
望、爱。那就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信、
望、爱。对于人来说，没有比这更有价值
的，更有益的。
  第一   我们能拥有的当中最有价值的，
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若没有信念的话，就无法在社会中生
活，也不能进行各种产业活动。所以需要

学习，并好好分辨该信的，以及不该信
的。有一种信念是人人都该拥有的，乃是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1．对赐给我们救赎恩典的耶稣基督的
信心。若没有信心，就不能罪得赦免，称
义，得永生，得救。
  2．对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基督的信心。如
今耶稣基督因圣灵与我们同在，对耶稣基
督的信心，使我们的信仰生活变得充满活
力、积极。
  3．对再来的耶稣基督的信心。
  第二   我们能拥有的当中最有价值的，
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盼望。
  我们的生活虽然暗淡无光、艰苦劳累，
但是对明天抱着希望，就可以耐心地等
待。然而这世界无法给我们提供完整的盼
望。神藉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盼望极其
丰盛多彩。
  1．在患难中得到的盼望。虽然在世上遭
受各种患难和苦难，但是神藉着基督耶稣
让患难变为福，让苦难变为荣耀。2．有
天国盼望  3．有复活盼望4．对赏赐的盼
望。期望将来站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时，

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
  第三  我们能拥有的当中最有价值的，
就是对耶稣基督的爱。
  若是有人真爱你，或者有真爱的对象，
那么他就是最富有的人，也是最幸福的
人。人得到的爱当中，最伟大、最惊奇的
爱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人拥有的爱当中，
最崇高的爱就是向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
督为了拯救我们，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
来到这个世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听到耶
稣基督的这样的爱以后，在接受的那一瞬
间开始，心里就会充满对耶稣基督的爱。
爱深了，就会出现两种现象。远离耶稣不
允许的事情，同时积极去做耶稣允许的事
情。礼拜、服事圣徒、传道，以及积极做
善事，从中得到在世上无法得到的喜乐和
成就感。
  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这些信心、盼望、爱
的价值是，跟世上的东西无法比较的。所
以拥有这一切的人是真正富有的人，也是
真正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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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样东西是人在这世上的期间能得到
的，也是必须要得到的；那就是神赐给
人类的救恩，没有比这更有价值的。我们
绝对不可以忽略，并看不起这救恩。今天
呢，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不可忽略救
恩，接下来再看一下，为了不忽略救恩而
需要警惕的事情。

  首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不可忽略
救恩。

  第一，因为说了‘这么大的救恩’。
 
在本文说了‘这么大的救恩’，因为救恩
里所包含的内容是无穷无尽的。在神面
前人人都是罪人。人自己无法解决罪，但
是‘救恩’里包含着罪得赦免，称义的内
容。因亚当的犯罪，他的子孙都成为撒但
的仆人，撒但的儿女。靠人的努力绝对摆
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不过‘救恩’里包含
着成为神儿女的事。罪人最终会灭亡，乃
是受地狱刑罚。人绝对没有办法避免地狱
刑罚，但是‘救恩’里包含的是永远在天
国生活的内容，所以说了‘这么大的救
恩’。救恩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简单的
用一句话说，若得不到救恩，他的人生就
是虚无的。
 
  第二，救恩是通过极大的牺牲而赐给我
们的。
  不是神怜悯罪人，说，我赦免了你的
罪，然后赐给我们救恩的。神虽然用话语
创造了天地，但是为了拯救罪人，让独生
子来到这个世界，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所以是‘这么大的救恩’，
这样表现是当然的。约翰福音3章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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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救纯粹就是神恩典的礼物。
但是一想到神为了拯救罪人做出的牺牲，
就不禁感到惊叹，因此绝对不可以忽略
‘这么大的救恩’。

   

   本文里记载“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
恩，怎能逃罪呢？”(来 2:3)这句话提
示，要是忽略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所赐的
这救恩，就不无法避免神的震怒和审判。
忽略神赐给我们的这么大的救恩，就是拒
绝神、藐视神的行为，所以无法避免神的
审判。这样的人死了以后，将受地狱刑
罚，再也不可能得到得救的机会。路加福
音第16章里记录了跟此事有关的故事。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
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
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
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
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那财
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
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
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但是亚伯
拉罕拒绝，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
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
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
的。”这是在说‘地狱和天国’。亚伯拉
罕说了，他们之间有深渊限定。这深渊是
没有人能解除的，是永恒的。说明死后的
处境和情况是永不能改变的。拉撒路和财
主的故事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在这世
上的期间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么他就是
最愚蠢，最悲惨的人。死了以后，就没有
得救的机会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为了不忽略救
恩，需要警惕的是什么。

  1．本文里记载‘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
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随流失去’的原因有好多种。
  1）因为轻易接受错误的教理。‘遵守
安息日才能得救’这样教导是不对的，将
使人从得救的真理随流失去。除了主耶
稣基督的神以外，还可以崇拜其他偶像；
这样教导是不对的，将使人从得救的真理
随流失去。圣经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
的话来，所以无误。要是怀疑，或者不相
信圣经的绝对权柄，就得不到这么大的恩
典，将随流失去。
  2）接受错误的教理和教训以后，随流
失去的人心怀贪心。
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会为了金钱和名誉去
混乱福音。
  3）喜欢讨好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为了
合一和共生而随流失去。
他们在基督徒憎恶其他宗教，要与他们斗
争的前提之下合一与共生。这是在歪曲
事实。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憎恶其他宗教
人，反而爱他们。告诉他们除了耶稣基督
以外，再没有得救的路；这才是真正永远

与他们共享幸福的共生行为。
  2．本文里记载“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
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主亲自
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
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
证。”(来 2:3,4)得救的路是神定的。世
上的宗教可以按地区、时代、民众的兴
趣，以及要求所改变，或者总合在一起。
但是圣经里的得救的真理是绝对不能加减
的。圣经对于这加减的行为发出严厉警
告。启示录22章18节，19节记载“我向一
切听见这书上豫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
豫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豫言，若有人删去
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
城，删去他的分。”若是因耶稣基督得到
这么大的救恩，那么他的价值观就会有很
大的改变。世上的地位、名誉、权势、物
质都是有限定的，是一时的，只是具有相
对价值而已。反面对于信耶稣基督的人来
说，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的这么大的救
恩，具有无限的、永远的、绝对的价值。
那么真正富有的人是谁呢？乃是得到这么
大的恩典的人。那么真正成功的人是谁
呢？乃是得到这么大的恩典的人。那么真
正幸福的人是谁呢？乃是得到这么大的恩
典的人。
  看希伯来书11章里的信心的伟人，就知
道他们非常重视因着耶稣而来的这么大的
救恩，所以即使失去了一切、被人抢走了
一切也不介意。“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
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
（释放原文作赎）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
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
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
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
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
有的人。”(来 11:35-38)
  希望各位珍惜因着耶稣而来的这么大的
救恩，所以对所有事件和事物具有正确的
价值观而生活。请各位越发郑重所听见的
这么大救恩，免得随流失去，因此永远永
远尽情地享受这么的救恩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