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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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朴仁优

见证

理想生活的典范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
在世了。”(创世记 5:21-24)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出生于三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父母生
了六男一女，我是老五。小时候，我在天主
教堂领受洗礼，上小学的时候，一放学就到
天主教堂玩。我们家里只靠父亲一个人劳动
来维持生活。上学的时候，家里穷，没钱交
培育费，所以有时被学校赶回了家。冬天，
我们全家人一天吃两顿疙瘩汤来充饥。上中
学，高中的时候生活更加艰难。那时，我送
早报赚钱来补充学费，所以每天都要跟疲乏
与饥饿斗争。全家人都很努力工作，但不知
为什么家里还是那么穷，真的难以接受这样
的现实。
  我没有什么学历，只能找一些体力活干，
因此经常在现场熬夜，仍然跟疲乏和饥饿斗
争。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体重慢慢下降，甚
至还吐血。没想到得了肺结核三期，那时是
1979年冬天。当我面临死亡的时候，才寻求
神、恳求神。我向神哭诉，说，如果真有神
的话，就一定救救我。只要神治好我的病，
就会认真事奉神。没想到，神医治的恩典临
到我身上，我彻底战胜病魔！完全解脱了！
我胜利了。但我的决心是暂时的，没过多
久，就放弃了。我跟以前一样，按自己的想
法过日子，并想靠自己的能力和意志改变环
境。满脑都是，等以后结了婚，让我的孩子
们不饿肚子，过上好日子。我一边上班，一
边上夜大。

1986年，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是一名虔
诚的基督徒。真的万万没想到信仰问题，成
了我们结婚的障碍。我好不容易说服妻子，
谈好结婚条件，于是第一年去天主教堂，
第二年上教会，第三年做出最后的决定以后
再结婚。其实，我心里早有自己的打算。所
以决定去教会的那一年，老是找借口一拖再
拖。妻子劝我去教会的时候，就逼迫她，害
的她流了好多泪。
  我们在安山租了一间低层小区住宅，那时
儿子还小，一扭一歪地爬到房东家里去了。
房东家的孩子看见了，就把我儿子撵了出
去，然后马上关门，儿子吓得直哭。我们夫
妻抱着孩子回到屋里，决定买房子搬出去。
我们为了借钱去找亲戚朋友，但没有借到一
分钱。那段期间，有一位执事帮了我们很大
忙。他不是我们的亲戚，可是像自己的事一
样为我们祷告，并东奔西跑。当我看到他的
真诚，就深受感动。

  刚开始，心不在焉地听着堂会长牧师的讲
道，但是当我听到有关雅各的故事和浪子回
头的故事以后，就真正向神悔改，归向神。
从那开始，我以神为中心而生活。每周从
安山到安养圣殿参加周五晚上的祷告会，又
积极参加区域礼拜和男生团结礼拜。即便如
此，我对耶稣的信心还没有增长。于是，决
定做21天的定期祷告。
  虽然承认信主，但我想通过体验拥有坚定
的信心，便开始禁食祷告。但是，祷告了20
天也是，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最后一天，
我有点失望，不过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
个梦。在梦里见到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各
各他，身上流了好多血。那时听到了主的声
音“我救赎了你，我曾题你的名召你，你是
属我的。”主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于
是马上起来跪在主面前祷告。我这才明白得

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通过这样的体验以
后，更加敬畏复活的神，尽心尽意事奉神而
生活。
  尤其是，每次在公司遇到苦难的时候，神
就给我提供转祸为福的机会。几年前，公司
突然让我辞职，这使我伤心难过。刚开始，
我埋怨公司，埋怨他人，但是等过了一段时
间以后，才明白原来这里也有神的旨意。我
向神祷告以后，决定买几台射出机，搞自己
的事业。虽然遇到过好多困难，但是耶和华
神是我随时的帮助，所以顺利地渡过了难
关。靠神的恩典，公司已经有了30多台射出
机，以及100多人员工，是在国内外得到认
可的优秀企业。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公司
持续成长。“你起初虽然微小，终久必甚发
达。”(约伯记 8:7) 由此，通过公司和职
分使我更加有效地传了福音。 
  我一心一意敬爱耶和华神，尽心尽意为教
会和圣徒服事的时候，得到了神赐的长老职
分。当时，别提有多感激了。我为我们的恩
典与真理教会感到自豪；我们教会是忠于圣
经，决不跟宗教多元主义妥协，只传讲圣经
里的福音，还有教会里的圣徒们按所得的恩
赐积极服事。感谢神，让我们的教会靠圣灵
的能力，因着信成长发展。男生区域长，唱
诗班里的队员都很出色，还有教会里的每个
职分都那么的珍贵。圣徒们从中得到属灵的
喜乐，这是在世上无法得到的喜乐。
  妻子和孩子们都在教会里积极服事，并尽
自己的职分。像这样，我们一家人都以教
会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生活，这是最幸福的
了，也是最感激的了。将一切荣耀归于神，
直到主再来为止，我要尽最大努力服事教会
和圣徒，并放胆给不信的人传福音。

  在旧约圣经创世记第五章里记载，从亚
当到挪亚的家谱。有关他们的内容中大部
分是姓名、生孩子的年龄、生涯，以及死
时候的年龄，但以诺的情况是例外。说了
‘以诺与神同行’，并没有说‘死了’。
这是说明他的一生平凡，又不平凡。虽然
有关以诺的记载十分简短，不过给我们带
来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第一 以诺与神同行。
  人要与神同行，就得先察验神的旨意。
以诺得到了从亚当那里传来的属灵的知
识，又在尽力察验神的旨意，神可能亲自
与他说过话。我们不但要知道神的旨意，
而且要接受神的旨意。我们应该除掉违抗
神的旨意的所有想法、主张、固执的思

想。我们当然要知道神的旨意，并且还要
遵行神的旨意。千万不能走在神的旨意前
面，或者落在后面，一定要与神同行。以
诺生了玛土撒拉以后，与神同行。他组成
家庭，担负养儿育女的责任和重担时，更
加亲近了神。说明困难本身，就不是一个
不幸。像以诺一样，因苦难更加亲近神的
话，苦难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益处。  
  第二 以诺不仅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
求祂的人。
  以诺不但相信神的存在，而且在凡事上
相信神的同在。只知道神无所不在就没
用，应该在意神现在与我同在的事实。以
诺不仅坚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的
人。寻求神是说明，向神恳求，并依靠
神。圣经里记载，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
得以知足。应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这样就能得到神的喜悦。
  第三 以诺给不敬虔的人传播主的再临和
审判。
  不是挪亚时代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
想的尽都是恶，而是以诺时代已经有好多

好多的人背叛神，过着不虔敬的生活。所
以以诺责备那些不敬虔的人，并宣布神的
审判。以诺还预言基督的再临和审判。他
努力的成果不大，所以一定会感到孤单、
艰难。但是，以诺满怀着热情与爱心，全
心全意给不敬虔的人宣布神的话语，让他
们过着虔敬的生活。
  第四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
不在世了。
  以诺在世上的期间比别的族长短，但是
没有理由羡慕那些族长，因为他不见死而
升天。神通过以诺向我们预告，从死亡中
得释放、得永生。同时证明除了这个世界
以外，还存在天国的事实。虽然圣徒们并
不能像以诺一样，不见死而升天，但是因
着信耶稣基督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必定
进入神的国。我们要向以诺学习，以他为
榜样，要过着理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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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
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
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
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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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了“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
么。”此话说明，与耶稣相关的人有好
多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因为从未听说过有关
耶稣的事，所以不认识，或者拒绝接受
耶稣。
  这样的人是跟耶稣无关的人，也是离
开耶稣的人。第二种类型是，自认为是
基督徒，但并不依照圣经相信耶稣，而
随着自己的想法相信。有些人认为基督
徒是，尊敬并爱慕耶稣，把他的教训作
为道德、伦理性的规范，尽心尽力做善
事，谋求精神修养，为得到心里的平安
而努力的人。要是仍然存在这些错误的
认识，那么就算是在教会尽了自己的职
分，那也是跟耶稣毫无关系的。第三种
类型是，有些人无法离开耶稣。耶稣这
样表现此关系；耶稣常在我们里面，我
们常在耶稣里面，然后用葡萄树和枝子
的关系解释了。耶稣说：“我是真葡萄
树”，然后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
是枝子。”人人都充满罪和不义，所以
是野葡萄树。把野葡萄树种在真葡萄树
旁边，也不能成为真葡萄树。应该在本
质上发生变化。要改变本质，就应该把
野葡萄树得接在真葡萄树上。为此，首
先要明白自己是罪人的事实，以及罪人
因神的震怒和审判，将接受地狱刑罚的
事实。要相信，并接受为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
复活的耶稣。这样的话，圣灵让枝子得
接在真葡萄树，乃是耶稣身上。耶稣赐
给我们的新生命，进入我们里面，与主
有奥秘的联合，所以我们无法离开主耶
稣。无论谁，只要接受耶稣为救主，他

就在耶稣里面，耶稣在他里面，建立这
一奥秘的联合。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耶
稣的话语告诉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意识而
生活。
  第一‘离了我’，这话的意思是，
‘离开耶稣基督的恩典’。
  人人都有罪意识；因亚当的犯罪，所
有的人都成为罪人，所以有这样的罪
意识。离开神以后，以人本主义生活
的人，以为靠他们的能力能解决一切
罪恶。马丁•路德是十六世纪德国宗教
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他本来是一名修
道士。他访问罗马的时候，用膝盖和胳
膊肘爬了一个宫殿的石阶。他以为这样
做，才能赦免一切罪恶。他正爬石阶的
时候，耳边一直回荡着这一句话‘只是
义人必因信得生’。在那一瞬间，路德
突然站起来，走下了台阶。圣灵开导他
的心，使他懂得人称义是耶稣基督的恩
典, 而不在于行为的真理。耶稣基督代
赎了我们的罪，然后让信他名的人称
义，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要是不明
白离了耶稣，我就不能作什么的道理，
那么他不会接受基督的恩典。认为离了
基督，也能称义的那一瞬间开始，就无
法脱离罪和咒诅，同时也无法避免审判
和永远的灭亡。我们接受基督赐给我们
的恩典时，才能称义，就如枝子从树上
吸取肥汁，得生命一样。
  我们有信、有望、有爱，这都是主的
恩典。能克服，并坚持患难和苦难，这
也是主的恩典。离了耶稣基督的恩典，
就跟鱼离开水一样。使徒保罗说了：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
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
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
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林前 
15:10)

  第二‘离了我’，这话的意思是，
‘离开主的旨意’。
  我们一遇到什么问题，就先观察情况
如何，然后看自己有没有解决的能力。
其实很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点，不过比这
优先的是，应该先问主的旨意。要是主
答应了，那么面前的情况，或者我们的
能力，就不成问题了。圣经里记载教导
这些原则的事件。
  那是在士师时代发生的事情。以色列
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
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以色列
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
耶和华。神怜悯他们，就决定拣选基甸
来救他们。基甸知道自己无能，于是求
神给他一个证据。神答应了他的要求，
便坚定了自己的心。之后，基甸为了更
加明确地知道神的旨意，又要求神再给

他证据：他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唯
有羊毛上有露水，其他地方都是干的。
神照他的要求做了。他还是不确信，又
说：让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是湿
的。神又照他的要求做了。就这样基甸
得了神的使者的确切保证后，才知道击
败米甸人是神的旨意。基甸召集士兵，
来了三万两千名。神说了人过多，然后
只点了三百名勇士，但是基甸并没有惊
慌。因为他知道战争不在于人数，而在
于神的旨意。就这样，基甸带领三百名
勇士，击败十三万五千名，取得了很大
的胜利。
  耶稣在旷野讲道的时候，发生过这样
事情。众人被耶稣的话语迷住了，甚至
都忘了时间。他们一整天什么也没吃
过，这时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给他
们吃吧。”门徒们听了都很惊慌，说：
“耶稣，只算男的就有五千。这里哪
有什么饼，再说我们手里也没有钱，还
是叫他们赶快回家吧！”这时，有个叫
安得烈的门徒，把孩童带来的五个大麦
饼和两条鱼送给了耶稣。耶稣拿着这五
个饼，两条鱼，望天祝福，擘开饼，递
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
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
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
个篮子。这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呢？他们面前的情况，还有门徒的能
力，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主的旨
意。主答应给他们吃了，那么说明问题
已经被解决了。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这
话告诉我们要是你做的事情，跟主的旨
意无关的话，就没有用。比情况、比能
力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主的旨意，
然后在主里面处理。“离了我，你们就
不能作什么”，这话等于“在耶稣里
面，凡事都能作。”
  我们一起读一下吧；我离不开耶稣，
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我离开主的恩
典，就不能作什么，但是在主的恩典
里，凡事都能作。我离开主的旨意，就
不能作什么，但是在主的旨意里，凡事
都能作。希望各位从头到尾运用这样的
真理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