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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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光盈

见证

不要夸口 又要夸口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
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
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
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
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
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
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
口。”(哥林多前书1:26-31)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在偶像崇拜盛行的一个小山村里生长。每
当一到正月十五，村里的人就到山沟里的大石
头面前，或者在老树面前做祭祀、跳神，家家
户户祭拜祖先。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是当兵的时
候。新兵训练期间过得好苦，尤其是星期天没
有训练的时候，那几个老兵总来折磨我，于是
把部队里的教会当避难所。去教会以后坐在最
后面，闭着眼睛睡一觉，礼拜就结束。受六个
月的教育以后领结业证的时候，还会唱几首赞
美诗，能背几个圣经句子。复转后就业，结
婚，妻子也是不信耶稣的人。我们育有1男2
女，算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
  有位首区域长经常把传道纸放在我家的邮箱
里，妻子看见了，就说‘哪有神？’，便把传
道纸原封不动地仍进垃圾桶里。妻子很不喜
欢信耶稣的人，但是当看到传道纸里的见证以
后，开始起了变化。有人给她送了一本圣经，
她偶尔翻开圣经看，没想到耶稣所行的奇迹，
竟然打动了她的心。妻子说，跟首区域长一起
上教会做礼拜的话，心里充满平安，还产生感
恩之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妻子的信心逐渐增
长，开始无比的羡慕那些，全家人在教会内服
事、参加礼拜的人。
  当时我整天喝酒赌博，还欠了好多的债，一

天天过着困乏而无味的生活。当我感到害怕、
紧张的时候，就用酒来安慰自己，每天都过着
借酒消愁的日子。我越是这样，妻子的信心就
越坚固，更敬畏神了。她为我迫切祷告，直到
我去教会为止。每天早上禁食，做定期祷告。
她在21天禁食结束时，我终于去了恩典与真理
教会。
  之后，信心渐渐增长，靠圣灵的帮助和崩离
战胜世上的一切诱惑，并结束了放荡的生活，
过着符合圣徒的生活。当看到自己的变化和救
恩以后，才深深明白只要与神同在的话，万事
就亨通的事实。我开始用心做礼拜，积极参加
服事活动，并且又从我们家里不住地传来赞美
神的歌声。岁月如流，妻子已经当了劝事，我
又是一名长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活在主
的恩典之中。
  我平时最喜欢爬山，打网球，但不知什么时
候开始发喘，浑身无力，总感到疲劳，于是到
医院检查一看是胃癌。突然间内心充满空虚
感，觉得那么凄凉、无力，就如天要塌下来似
的。我绝望、灰心，可医生对我说：“都病成
这样了，怎么现在才来？”我回答说：“身上
一直没什么症状，消化也好，挺健康的。”医
生说：“咳，很遗憾。”原来病情十分严重。
听了医生的这番话以后，呆住了，毫无希望。
但我马上振作精神，决定把一切交给主管一切
的神。
  我悔改自己没有诚心事奉神，求神再给我一
次机会，恳求得随时的帮助。我一边告白，用
话语创造天地，让水变葡萄酒，在水面上行
走，救活坟墓里的拉撒路的神是我的神，一边
通过堂会长牧师所讲的道蒙恩典，变得刚强壮
胆。“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

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
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
书41:10),“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
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诗篇34:4) 从圣
经里找出有关医治的话语默想，然后将荣耀归
给神的时候，神赐给我好大的安慰和平安。
  我做了切除整个胃和淋巴腺的大手术，但靠
神的恩典手术非常成功，身体恢复得也很快。
进入手术室之前，背了好几遍以赛亚书53章5
节的话语：“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
怕，因为  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
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  神弃绝了他们。”
从中得到安慰，变得刚强壮胆。我虽然没有接
受抗癌治疗，但是靠神的帮助很快就恢复了健
康。我感谢赞美神，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在身体恢复的期间，神的话语像蜜一样甘
甜，神的话语是我的力量和希望。虽然我经历
了很多痛苦和悲伤，但是能战胜这一切的理
由，就是因为神赐给我安慰和平安，便体会到
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到医院做定
期检查的时候，医生对我说：“祝贺你！身体
已经恢复了健康。”哈利路亚！
  我决心是死是活只依靠主，尽最大努力完成
使命，成为一个忠诚的仆人。每天早晨一起
床，就告白：“神，我感谢您，我爱您，我依
赖您，我真的好幸福啊！”神赐福于我，让我
们一家人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我决心用神赐
的健康和物质尽心尽意爱主我的神和教会，以
及圣徒，并且只希望为神的荣耀而生活。耶和
华拉法（医治的耶和华）赐给我丰盛的爱、能
力、怜悯，使我恢复健康。我感谢我的神！

本文中有两个相反的教训；一个是不要夸口，
另一个是要夸口。看起来相似十分矛盾，但其
中包含着非常深奥的教训和感恩的信息。
  首先我们看一下，不让我们夸口的是什么？
  别人没有的而我有，或者跟某个对象相比，
觉得自己比对方更强的时候，人们就想夸自
己。有可夸的，这是件好事。不过自夸的时
候，需要分清楚时机和地点。在本文里禁止的
夸口，乃是与神有关系。
  有些人因为有了值得骄傲的东西，所以对神
心存顽固而傲慢之心。所谓的强者和富有者都

容易自傲和自我陶醉，由此嘲笑并拒绝福音。
就算他是信徒，但把信仰只当作一个装饰。神
呼召并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以
及无有的，这都是有理由的。其中的最大理由
是为了叫有智慧、有能力的羞愧，并废掉夸自
己出身名门的人，使那些一切有血气的的，在
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再看看神让我们夸口的是什么？
  第一  基督徒要夸耀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的
事实。
  世人的智慧来自于坠落的本性，神叫这世上
的智慧变成愚拙，所以靠这样的智慧无法认识
神。无神论、拜偶像、进化论就是如此。世人
凭自己的智慧无法理解人是怎样存在的，生的
根源与理由是什么，有没有世界的末日，所以
执着世界而生活。但如果接受，并相信耶稣基
督，就能知道这一事实。因为他们迎接耶稣，
并生活在耶稣里面；耶稣是智慧的来源。
  第二   我们要夸口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的
事实。
  义是指，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因亚当的过
犯，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但是没有人能恢复
此关系。无论是宗教、修养或行善都不能使
人神之间的关系得以完全恢复。神差他独生子
来到这世界，代赎了一切的罪恶。所以惟有信
靠耶稣基督的人，才能恢复与神的正常关系。
信耶稣的人不会在用行为判断的审判台面前受
审，因为已经在用信心判断的审判台面前被神

称义。

  圣洁是神的本性。那么受造之物怎能成圣
呢？这是藉着耶稣基督得以成圣，绝对不是靠
人的努力而来的。得以成圣的人为主而活的时
候，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幸福。
  第四  我们要夸口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的
事实。
  耶稣用十字架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
现在不再是罪和魔鬼的奴仆，也不是受咒诅的
人。这救赎的恩典里包含着复活、在新的耶
路撒冷与神同在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只要信耶
稣，人的灵魂就可以得救，但是身体仍然软，
还没有得以变化。等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的
身体得赎。到那时，我们的身体会变成荣耀而
属灵的身体。
  神让我们不许在神的面前夸口，反面让我们
在主里面夸口。世人的夸口，等于神面前的夸
口。在神面前夸口，那可真是最傲慢而愚蠢的
行为。希望大家不要成为傲慢而愚蠢的人，而
在主里面要这样夸口；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
圣洁，救赎。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加拉太书 1章10节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
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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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想知道自己的存在理由和意义。
在人做的事都有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之下，
学者提出的学说都各不相同。精神病学家
尔弗雷德阿德勒称作为权力意志。简单的
说，凡有意志存在的地方，即一切事物，
都必须追求力量的强大，竭力占据优势。
精神病医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这是求
乐意志。他主张人们不管做什么，目的就
是为了得到快乐。精神科医生弗兰克尔强
调意义意志。动物也有占据优势，并得到
快乐的欲望，然而人们很想知道自己生存
的，以及所做的事情，有怎样的意义和理
由。不过，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弄清；要
是这样的想法出于人，那么它的理由和意
义，最终会变得无意义。因为人不是自有
的，而是神的受造之物。依靠人创造的宗
教和思想，就无法晓得人活的真正的理由
和意义。
  创造万物的神启示了，人活的真正的理
由和意义。圣经里记载神的启示。今天
呢，我们通过圣经里的启示来察看一下，
人活的真正的理由和意义。
 

 
  人类的祖先亚当犯罪之前，与神亲密来
往，并对话。但是亚当犯罪以后，就很难
与神交通。即便如此，也有相信救世主的
到来，并敬拜神的人。亚伯因着信献祭与
神，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由此该隐
因嫉妒杀了弟弟亚伯。从那以后，亚当和
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塞特。塞特也
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
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塞特的子孙跟
远离神的人（该隐子的孙）来往以后，受
他们的影响，渐渐变质了。最后，世上的
人崇拜偶像，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因
这样的缘故，神用洪水审判他们。神赐福
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
养众多，遍满了地。然后决定拣选一个
人，通过他的后代差遣救世主。被神拣选
的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子孙当
中，以撒和雅各被神拣选。他们的后代就
是以色列民族。神选择以色列人做他的选
民，然后将自己向他们显现。然后，告诉

他们弥赛亚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样式，降
临人世，完成救赎的事工。
  罗马书第9章记载“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
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
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
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
阿们。”(罗马书 9:4,5) 以色列人不仅
在属灵方面，而且在属肉方面，得到的恩
典和祝福比谁都多。
  1．儿子的名分
  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百姓，
也都不能成为神的儿女。不过他们有很好
的条件，因为是被神拣选的百姓，所以容
易接受神，成为神的儿女。
  2．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以色
列人看到了。他们看见耶和华在会幕里云
柱中显现，也看见神的荣耀充满了帐幕。
  3．诸约  4．律法 
  律法告诉我们，神向人类提出的要求是
什么。
  5．礼仪  6．应许
  在这里说的应许，都跟弥赛亚有关。
  7．列祖就是亚伯拉罕的祖宗。
  8．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以色列民族出
来的。
  救世主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
生。马利亚的祖先中有大卫。像这样，以
色列百姓受到了好多特殊待遇，可他们也
像其他民族一样堕落，既崇拜偶像，又事
奉神。他们一受到神的惩罚，就悔改，但
没过多久又开始崇拜偶像。有很多人不认
识神，也不敬拜神，而在崇拜偶像。奇怪
的是，以色列百姓都认识神，可他们当中
有好多人既崇拜偶像，又事奉神；神最可
憎的行为就是崇拜偶像。
  人活的理由和意义乃是敬拜神，就是敬
拜创造主神、救世主神；这是神向人们所
启示的。没有真正的礼拜，那么他的人生
最终会变得无意义、无价值。

  第二，传播得救的福音，就是人活的
理由和意义。
  福音是得救的消息。受到神的震怒和审
判的人，只能面临地狱的刑罚。但是这样
的一个罪人，得蒙赦罪、成为神的儿女、
将在天国生活，这就是救恩。使徒行传第
26章里记载，使徒保罗在非斯都总督和亚
基帕王面前受审的场面。亚基帕王对保罗
说：“ 准你为自己辩明。”保罗首先讲
了自己以前迫害基督教，

  1． 说了，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
中归向光明。
 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信的人眼睛明亮，从
黑暗中归向光明。耶稣亲自说了：“我是
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 8:12)  
  2． 说了，从撒但权下归向神
  若不信耶稣基督，就在撒但的权下。撒
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世上的权柄荣华。

神创造这世界以后，把管理的能力交给了
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但是亚当和夏娃
受陷入撒但的诡计和试探，就违抗神的命
令，结果把从神那里得到的权柄荣华交给
了撒但。从那开始，撒但支配人类，偷
窃、杀害、毁坏。但是，无论谁，只要信
耶稣，就从撒但的权下得释放，而在神的
权下。
  3． 又说了，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
人同得基业。
福音使信的人得蒙赦罪。罪得赦免的人必
成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神
赐的基业。如今享受的基业是，基督所赐
给我们的属灵的喜乐和平安，就是圣灵的
恩赐和果子、蒙应允的祷告。将来要享受
的基业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所信的人带来很多变
化，并得美好的基业，所以我们一定要竭
尽全力去传福音。我们的生活和所做的事
情，要是跟传福音有关的话，那一切就有
充分的理由和永恒的意义。要是我们做事
的理由，就是为了敬拜在耶稣基督里所启
示的神，为了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
就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不过至关重要的
是，我们敬拜的神，还有我们相信，并传
播的救世主，应该基于圣经。
1．除耶稣基督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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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了代赎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的耶稣，才是唯一的救世主。
  要是跟这样的知识和信心有点不同的
话，他做的礼拜和传道都是徒然。不但如
此，又使人踏上灭亡的路。使徒保罗果断
的说了：“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
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
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
了。”(加拉太书 1:10)
  神在圣经里启示，人活的真正的理由和
意义，其核心是敬拜神和传福音。希望
各位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跟这两件事情
连在一起。因此各位的生活和所做的一切
事，具有永恒的意义和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