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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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朴吉子

见证

说话的神

“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
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
们…”(来 1:1,2)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爸爸被人称为巫师，妈妈被人称为巫
婆。我自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所以
很自然地崇拜偶像而生活。很多人请我父
母跳大神，村里的人都管我叫巫婆的女
儿，从不叫我名字。我不认识神，当然不
知道崇拜偶像的罪有多大了。我长大以后
结婚，老公有十个兄弟姐妹，排行老小。
  老公是个老实人，虽然家里有些穷，但
日子过得还算顺利。那时，恩典与真理教
会的一位区域长搬到我们区里，是她给我
传了福音。刚开始，我顽强地反对，甚至
不让她进我家门。但是，那位区域长并没
有放弃，经常给我传福音。后来，我渐渐
被她感动，开始去了教会。从那以后，我
深深体会到神充满的恩典与爱。
  我有时头痛得很厉害，甚至都睁不开眼
睛。上医院接受治疗，吃药也不管用。但
是做区域礼拜礼拜的时候，圣徒们为我祷
告，并且接受堂会长牧师的祷告以后，病
就好了；是神医治了我。后来，我们搬家
以后，变得懒惰，开始不去教会了。   就
这样离开神有两年了，那时头又开始疼起
来了。这次呢，疼得比以前更厉害，真是
万分痛苦。不过，愚蠢的我买了几张护身
符贴在家里，当然一点也不管用。雪上加

霜，那时老公被火严重烧伤，在医院呆了
两个多月就出院。出院以后也是，还需要
继续接受治疗。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
想到去教会，悔改，回到神的怀里，才是
活路。相信要是像以前一样去教会做礼
拜、祷告，那么神一定会医治我。  第二
天，我马上向区域长申请探访。区域长和
几位圣徒们一口气就跑了过来。我们把家
里的护身符全给拿掉，然后向神做礼拜。
第二天是周三，我到水原圣殿参加礼拜，
当时流了好多好多的泪。我首先做认罪悔
改的祷告，然后仰望医治的恩典，流泪恳
切祷告。第二天，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头
不疼了，眼睛也好了；这一次神又医治了
我。神怜悯我这回头的浪子，原谅了一切
过错，并重新接受了我。当时我暗暗决心
从现在起，一定要敬畏神，尽心尽意事奉
神而生活。
  就这样，我得到了极其贵重的区域长职
分，真的别提当时有多感激，有多高兴
了。因孩子们的教育，我不得不出去工
作，可我一边也用心过信仰生活，尽自己
的职分，一边在单位积极给同事们传福
音，并坐在一起做礼拜。神时时刻刻都帮
助我，并应允我的祷告，从新得力。后
来，我又得到了首区域长职分。
  当我在整理这篇见证的时候，泪流满
面。因为很后悔在我母亲去世之前,没有
给她传福音。

  母亲生前在寺庙里居住，当时跟她在一
起的侄子，拿走了我们攒的一大笔钱，说
是要帮我们搞事业。因为他从小就跟我们

住在一起，所以不好意思拒绝，就把全部
的积蓄交给了他。结果, 我们失去了一辈
子辛辛苦苦积累的积蓄。不过感谢的是，
老公因这事迎接了主耶稣，开始向神祷
告。以前，我去教会做完礼拜回家时，老
公就锁上门，不让我进屋。老公对教会及
基督教信仰特有反感，可如今终于举起双
手来到了主面前。
  那天, 我们夫妻俩相互牵着手发誓，从
今以后消除一切贪欲，彻底依靠主而生
活。我确信就算我们失去了一切财产也
是，只要好好事奉主，那我们的老年一定
会幸福，最终会度过成功的人生。果然神
是良善的神，真实的神，充满怜恤及爱的
父神。神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更加热心
工作，并解决了经济问题，买了新房子。
还有因老公用心做礼拜，神就赐给他执事
职分，并让他给非基督徒传福音，引导那
些信仰还未成熟的圣徒来教会。
  以前我因不祭拜祖先的缘故，经常受到
了公公的逼迫，但是通过老公的变化，他
去世之前也接受主耶稣上了天堂。“我
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
例。”（诗119:71）诗篇作者的告白和赞
美，居然成为我的告白及赞美。哈利路
亚！我感谢赞美神，赐予丰盛的恩典，让
我们全家人走向天国。我因神曾经赐给我
们的恩典，如今赐给我们的恩典，还有明
天、后天、将来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心中
充满对神的感激之情。“你们虽然没有见
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
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
恩。”(彼得前书  1:8,9) 阿们！

  如果神不向我们说话，只保持沉默的
话，那就没有比这更悲惨，更绝望的事
了。还有人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存在与活的
根源、目的、理由，而在空虚、混沌、黑
暗中徘徊，最后灭亡。所以好感谢，神向
我们说话；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达心中的喜
乐和感恩。
  第一 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说话。
  神藉着万物向我们说话。天地万物告诉
人类必有创造主，告诉人类创造主神的智
慧和能力是无限的，告诉人类神是信实的
神。除外，要是一边观察神创造的一切，
一边侧耳听，就能听到神的声音。
  神有时亲自向人们说话；神亲自向亚当

和夏娃说话，也向犯罪的该隐说了话；神
把洪水审判和预备方舟的事情，仔细地
向义人挪亚说了；

  第二   神说的话语是给人们决定生命、
死亡、福、咒诅的基准。
  神的话语绝对不会消失在半空中，更不
是空话。

  人分为听过神的话语的人，及没有听过
神的话语的人。已经听到福音的人呢，要
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神的道
被传开，就分为不接受神的人，以及爱慕
神、倾听神的话语的人。又分为歪曲神的
话语的人，以及照着圣经传播神的话语的
人。圣经是神的话语，要是随意解释，并

教导的话，就是歪曲圣经的行为，所以将
受神的审判。
  并且又分为信，或者不信神的人。不管
人们说什么，不管情况如何，总之一定要
相信万事都照着神的话语成就的事实。还
分为顺从神的人，及违抗神的人。申命记
28章里十分明确地记载，对神的顺从和违
抗所带来的结果。不顺从神的话语，那是
因为心变得刚硬。我们应该谦卑、抛弃自
我，完全顺从神的话语。
  因为神向我们说话，所以不会在人生的
道路上迷路，经常爱惜光阴而生活。我们
得到了救恩，因此知道应该怎样活，为什
么活。相信并顺从神的话语的人，一定会
得到美好的结果。神并没有保持沉默，而
一直向我们说话，其实这都是为了我们的
幸福。我们应该切切渴慕神的话语，然后
要顺从。最终的幸福属于爱慕神的话语，
倾听神的话语，相信并顺从神的人。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 
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
说：“主阿，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
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
长回答说：“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
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
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
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作。”耶稣听见就
希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
见过。”（马太福音8章 5节 – 10节）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
他。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
听见，就甚希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
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作的是
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马利亚
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
他。（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 耶稣对他们
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
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
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
了。 （ 马可福音 6: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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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恩典与真理教会
传道纸的人情联络！

  耶稣从30岁开始公开宣教，虽然仅有三
年，但见过的人不计其数。耶稣见过的人

当中，有些人让主耶稣感到十分希奇。耶

稣表示惊讶的场面有两个，在中文圣经里
一个翻译成‘希奇’，另一个翻译成‘诧

异’。因为对有些人感到的希奇有叹息的

含义，不过对某些人感到的希奇有感叹的
含义。那么，我们仔细看一下让耶稣吃惊

的两件事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耶稣对拿撒勒人感
到希奇的事件。

  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去了拿撒勒。

耶稣出生于伯利恒，但在拿撒勒生活了30

多年。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
就甚希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

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作的

是何等的异能呢？”他们知道耶稣没有
受过任何教育。很可惜，他们的希奇变为

嫉妒和怨恨。那些人接着又说：“这不是

那木匠吗？不是马利亚的儿子，雅各、约
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

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这样说了耶稣

的身份，这根本就是藐视耶稣的行为。如
果他们慎重地考虑过耶稣所讲的道和所行

的事情，就一定会消除对耶稣的偏见和固

定观念。“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

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 7:14)“有

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

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以赛亚书 9:6)拿撒勒人是听了圣
经里的预言以后，苦盼弥赛亚的以色列百

姓。他们亲耳听到了耶稣的教导，也亲眼

见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仍然不
晓得。像这样，他们有很多理由接受并相

信耶稣基督，所以应当因救世主来到他们

中间的事，心里充满喜乐和感激。救世主
的到来，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不过，

他们不懂这一事实，反而排斥耶稣。耶稣

对拿撒勒人的态度感到惊讶，其实还是用
希奇的话语来表现更合适。偏见和嫉妒，

  有些人比拿撒勒人更希奇。所谓母胎信

仰的人，不按照圣经的说法相信；他们就
是这一类型的人。被称为牧师，或者神学

教授的人，教那些不符合圣经的圣经观和

基督观。当我看到这样的人，就不禁大吃
一惊。并且，好多年进出于教会的人，被

异端迷惑的事件也令人感到奇怪、吃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耶稣在迦百农
对外邦人百夫长感到希奇的场面。
 

  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风闻耶

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
稣说：“主阿，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

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

他。”然后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
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

阿，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

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
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之后，接着

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

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
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

他就去作。耶稣听见这话，就希奇他，转

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
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

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

仆人已经好了。
耶稣看到百夫长的态度，就希奇；这是因

感叹吃惊的意思。其理由是，第一，百夫

长认识耶稣是谁。
  他向耶稣称呼‘主’。百夫长在耶稣身

上看到了神的威严和权柄。他从未见过耶

稣，那么怎样得到了有关耶稣的正确知识
和信心呢？他给犹太人建造会堂，又与犹

太长老亲密来往；此事说明百夫长已经接

受了圣经里的律法和预言，这绝对没错。
他好像通过圣经里的预言知道了有关弥赛

亚的事实。尤其是，耶稣大部分在迦百农

活动，所以他听到了耶稣的教导和所行的

神迹奇事。因这样的缘故，百夫长知道了
耶稣就是在圣经里预言的弥赛亚，也知道

耶稣是一位能治百病的伟大的医生。百夫

长在耶稣身上看到了神的威严和权柄，所
以说了‘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第二，百夫长知道耶稣的话语是有权柄

的事实。
  百夫长再三婉言谢绝耶稣来自己家的，

另一个重要理由，在他所说的话里；只要

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百夫长
知道只要相信耶稣说的话，就必成就的事

实。圣经里启示万物都是藉着神的话语所

造；百夫长知道神这样的能力和权柄，所
以这么想的。

创世记1章记载，神说有，就有了。诗篇

33篇6节记载“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

  新约圣经里也有风和水听从耶稣的场

面。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坐船渡过加利利
海，忽然遇到暴风。那时耶稣斥责风，向

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马上止

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命令的时候，死
人重新活过来了。百夫长很清楚地知道

耶稣的话语里有创造主的能力和权柄。他

又知道耶稣和耶稣话语是一样的。耶稣不
但是人，而且又是神。约翰福音记载“太

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

翰福音 1:1)又记载“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

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

光。”(约翰福音 1:14)说了，道成肉身
来到这世界，给他起名叫耶稣。百夫长相

信，并晓得耶稣的话语和耶稣是分不开的

关系。诗篇107篇20节记载

  我们比当年的犹太人更容易拥有信心，

因为有好的条件。我们都有新旧约圣经；

生活在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事工以后的世界
里；凡祈求，就将圣灵厚厚浇灌在信徒身

上。‘希奇’的原文字义是‘惊讶’‘诧

异’‘感叹’等。希望各位圣徒们千万不
要像拿撒勒人那样，使耶稣感到诧异 ；

而像百夫长那样拥有，使耶稣感到希奇的

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