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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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瑜美

见证

请回答下面的问题

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太 16:13-17)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今年23岁，从小就跟着母亲去教会，过

着信仰生活。我上中学、高中的时候，父母

亲都患癌症去世了。那时我是思春期，对耶

稣的信心就动摇了。不过，神是我唯一的依

靠，所以每次心中产生疑心和抱怨的时候，

肯切的向神祷告。我迫切地向神祷告；愿神

坚固我的信心，使我刚强壮胆，能够战胜生

活上的一切困难。母亲去世之前，虽然家庭

条件不怎么富裕，但是一家人信靠神，敬畏

神而生活，觉得挺幸福的。神时时刻刻帮助

我，所以靠神的恩典，在主内喜乐，常怀感

激之情。父亲刚刚去世以后，那一段时间得

到神的安慰和帮助，能够克服面前的一切困

境和苦难。

  但是，母亲去世以后，生活突然变得好艰

难。当时若不是神的同在，我就不知道该怎

么活下去了。更加难以忍受的不是经济上的

困难，而是精神上的打击。事奉神的家庭遭

受接二连三的灾难，所以不信神的人所说的

话，最令人伤心。我是一名学生，还需要大

人的保护。如果当时没有神的帮助，就一定

会很难坚持的。

  虽然父母早早就离我而去，但是神坚固我

的信心。我相信总有一天，在天国能遇见父

母，于是存着满心的盼望，消除心中的悲伤

而生活。我比以前更积极参加礼拜，并接近

主耶稣。神赐给我日用的饮食，伸出全能的

手帮助我，让我取得奖学金来读书。高中毕

业以后，为了生活决定放弃大学，出去找工

作挣钱。我祷告，说：“神，请帮帮我找到

一份好工作。”神应允我的祷告，给我安排

一份好工作。大家都说就业难，可我靠神的

恩典，很快就找到工作了。从那以后，当我

迫切的向神祷告的时候，神都记在心里，到

时候就成全。  

  尤其是，我为房子的事每天都祷告。当

时，我住的是廉租房，但是合同期到了，不

能再住下去了。接二连三的灾难，还有面前

的现实弄得我不知所措。那时，我一边向神

祷告，一边向住宅公社详细地说了我现在的

情况。那房子不是私人的，所以没有抱着多

大的希望，但是没过多久住宅公社来电话

说，不用搬家，可以继续住。是神帮助了

我。我反省自己没有信心，又没有完全依靠

神，总发怨言的行为，然后向神悔改，献上

感恩。

  我的心像芦苇一样飘荡，信心那么软弱，

所以一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就自言自语地

说：

  父母去世以后，我一个人觉得好孤独，于

是更加以教会为中心，以礼拜为中心而生

活。我一到教会的话，那些烦恼忧愁立即消

失，脸上就会不自觉地露出开心的笑容。做

礼拜的时候，圣灵安慰我，用温暖的手抚摸

我脆弱的心灵。神使我的灵魂苏醒，让混乱

的心变得清澈，让软的我变得强壮。

  我通过堂会长牧师的讲道，得到属灵的安

慰和能力，并享受祷告得应允的喜乐。我

从教会回来，世上的烦恼和忧愁就会马上消

失。如今也是，不管在单位，还是在社会遇

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到教会做礼拜、服事，

就能得到更多的恩典与能力。

  我是神经纤维瘤病患者。神经纤维瘤病

(Neurofibromatosis,NF)是一种良性的周围

神经疾病，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它常

累及起源于外胚层的器官，如神经系统、眼

和皮肤等，是常见的神经皮肤综合征之一。

得这病的话，大部分患者的大脑出现异常。

我刚患病的时候，以为自己活不了多久，所

以每天心事重重。这样的一个我，仍然在感

谢神，那是因为已经变成了正常人，是神医

治了我。神的恩典和爱何等浩大，何等丰

盛，真是不可思议。

  如今，我以感恩的心在主日学校服事。跟

那些孩子们一起做礼拜，并用神的爱去爱他

们的时候，给我带来无比的快乐和幸福，这

是在世上无法得到的快乐和幸福。离开主的

话，我怎能得到这样的恩典与爱呢？又怎能

享受这样的快乐和幸福呢？惟有主才是我的

喜乐、我的盼望，我的爱。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

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

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

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

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

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

书 12:9,10)

  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情况会有很多人质

问，那时又尽力回答他们的问题。在这些

许许多多的质问中，有些问题是人人必须得

回答的。因为根据他们说出的答案，生与死

的意义，就有大改变，并决定他的现在和未

来。那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得

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第一，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很多人用自己的想法判断耶稣基督。他们

认为耶稣是人类历史上的四大圣人之一；

把耶稣看成与苏格拉底、释迦、孔子同等的

人，或者是何穆罕默德一样的先知。不仅

如此， 又说耶稣是人类伟大的教师、慈善

家、社会改革家、思想家、殉道者等等。有

些人自称为基督徒，不过具有宗教多元主义

思想，所以说耶稣是许多弥赛亚中的一位。

虽然这都是对耶稣的好评，但是与基督的真

相毫无相关。

  要是通过自己的猜想和判断认识耶稣基督

的话，就不是正确的了，也没有什么好处。

应该照着圣经的说法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是

神的独生子；圣父、圣子、圣灵，圣三位一

体中的圣子神。耶稣因圣灵感孕，以肉身来

到这个世界。耶稣照着圣经的预言，遵行神

的旨意，担当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耶稣是唯一

的救世主，也是审判者；凡信他的人，必因

他的名得蒙赦罪。耶稣一定会再临，来接圣

徒。希望各位藉着圣经认识耶稣基督，然后

说 ‘我认识耶稣基督’。

   第二，你信耶稣基督吗？

  要想得救，就很需要有关耶稣基督的知

识，不过光有这些知识是不行的。应该按照

圣经的启示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

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

信这话吗？”(约翰福音 11:25,26)‘你信

吗？’，无论怎么强调这问题的重要性也不

是过分的。因为不信，就没法儿得救。

   第三，你信赖耶稣基督吗？

  信赖，不只是指相信。信赖是指信任并依

靠。我们要学习，并练习交托给神的方法。

首先需要把一切交托给神的决断，

   第四，你爱耶稣基督吗？

  认识、相信、信赖耶稣基督的行为一般是

指，把主赐的爱和恩典，当作自己的，然后

享受的行为。但是爱耶稣基督是指，为主奉

献自己的意思。要是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就

能与主亲密来往。我们要把爱表达出来；用

语言表达，用献身和牺牲表达。没有牺牲的

爱是空话。你要是真的爱耶稣基督，那就会

心甘情愿的为传福音，为服侍圣土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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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拥有的信念是先天的，属于本能。只

要人有意识，就会运用其信念。信念是通

过那人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会变得强或

弱，并带来各种不同的结果。圣经教导人

们应该在哪儿，怎样适用信心。信心像种

子。各种各样的种子里蕴藏着惊奇的可能

性和能力。那种子里有美丽的花儿和香

气，还有蜜和果子，树和树林也在种子里

面。但是把种子只放在碗里，就不会发生

生产性、创造性的事情。小小的种子里包

含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能力，若是想

看，就得把它种在地里。我们的信心也是

如此。要是信心具备某个条件的话，就与

行为并行。

  今天本文里记载，

 

  第一   信心与祷告并行
 

 最不好的懒惰就是疏忽祷告。发生什么

问题了，就不要灰心、抱怨，而要向神祷

告。一边尽最大努力做该做的事情，一边

求神帮助。以色列百姓需要祷告的时候，

却在反怨言。但是摩西相信神的帮助，所

以一遇到什么困难，就向神祷告。还有他

的信心与祷告并行，就看到了所带来的结

果。百姓们在红海边安营的时候，埃及兵

像一阵疾风一样追了上来。他们进退两难

的时候，竟然向摩西发怨言。摩西对百姓

们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

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

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

了。”(出 14:13)然后向神祷告。摩西的

信心与祷告并行，最终神照他的信心给他

成全。神分开洪水，让以色列人安然渡

过，瞬间又使海水复合，把前来追杀的埃

及军兵淹没，无一生还。请各位凭信心集

中祷告，禁食祷告，彻夜祷告，定期祷

告，同心合意祷告。希望各位的信心与祷

告并行，所以经常体验照我们的信心给我

们成全的奇迹。

 

  第二   信心与奉献并行
 

  圣经里记载信心与奉献、施与并行的原

理。耶稣说了：“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

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

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路 6:38)

为神的荣耀，为主奉献我们的时间、物

质、才能的行为，就是运用信心的方法，

也是与信心并行的方法。

  以色列百姓因崇拜偶像，就受到神的惩

罚，遭受严重的旱灾。以利亚先知照着神

的指示，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

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

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她对以

利亚说了，家里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

面，瓶里只有一点油。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作吧。只

要先为我作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

你和你的儿子作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

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

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

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坛

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

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那寡妇的信

心与向神的奉献并行，所以体验了这样的

奇迹。相信神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

足，这样的信心与奉献给神、给予别人并

行，然后成为现实。

  第三   信心与说出的话并行
 

  信心与说出的话并行，

  1.不该变乱语言。一会儿说有信心的话

语，一会儿说没有信心的话语，这是变乱

语言的行为。虽然他有信心，但是变乱语

言的话，正如建筑巴别塔一样，一切都变

成徒然的。 

  2．应当因信说话，并保持一贯性。 

  3．面前的情况越不好，就越说出有信心

的话语。

  信心与命令并行。耶稣曾经给门徒们证

明，信心与命令并行的事实。耶稣受苦难

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耶稣从伯大

尼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远远的看见一

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耶稣就树说：

“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

时耶稣的门徒也听见了。第二天，耶稣和

门徒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

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

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

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

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

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心里

若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

成了。”(可11:22,23)

  信心与感恩并行；信心与祝福的话语并

行。神吩咐祭司长要祝福百姓，并说了应

该怎样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

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

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

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

赐福给他们。”(民 6:24-27)引用圣经的

语句祝福别人，那就不好不过了。“我的

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

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

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

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

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反老还童。”(诗 103:1-5)希

望各位不但引用这样的语句祝福别人，而

且也要祝福自己。信心与命令、感恩、祝

福，口里承认并行。

   4． 信心与赞美并行

  犹大王约沙法时代，以东与其它国家连

手攻击犹大。那时，神通过先知向约沙法

说了这样话：“这次你们不要争战，要摆

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约

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

赞耶和华，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

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来

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

地，没有一个逃脱的，因为敌人彼此自相

击杀。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

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人，他们就

被打败了。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

人的财物，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

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得不可携带。因为

甚多，直收取了三日。约沙法王的信心与

赞美并行，于是带来了这样的结果。

  圣徒们拥有的信心的根基是神的应许，

是耶稣的代赎，所以圣徒们的信心里包含

着惊人的能力。这样的信心是，与祷告、

奉献、口里承认、赞美并行。神向着有行

为的信心，伸出全能的手帮助你。亲爱的

圣徒们，希望各位的信心与祷告、奉献、

口里承认、赞美并行，然后要结出甜美而

丰盛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