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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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车南霞

见证

圣徒的感恩生活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
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
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 1:9) 
我把这段话当作神赐给我的，然后去参军。我

去的是深山密林的江原道最前线，到那儿一
看，现实是暗淡的。那里除了军人和高山之
外，什么都没有。
  我从小就在大城市里长大，所以更加让人觉
得烦闷、凄凉。还有部队里的教会也只有十多
平方，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连个椅子和圣经

都没有。我去恩典与真理教会有20多年了，每
次跟许多圣徒们一起做礼拜、服侍主。于是当
看到这小小的教会，就不由自主地说，难道这
也是教会？我当兵之前，神赐给我的话语，却
忘得一干二净。我埋怨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埋
怨神把我安排到这山沟来。

  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了一年，那时来了一位
新兵。他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当时我是排
长，就跟他单独面谈，原来他在一个不幸的
家庭里长大。四岁的时候，母亲自杀，父亲离
家而去。后来奶奶去世，只好跟爷爷生活在一
起。上学的时候，经常被学生挨揍，也没有朋

友跟他玩儿。直到上高中为止，从来没有人对
他说过‘我爱你’。
  后来得知，他信的是异端。那教主对社会带
来不良影响，甚至在新闻里也报到过，所以好
多人知道那教主是异端。这宗教集团专门给
大学生和青年做传教活动。他小时候被学生挨

揍，被社会冷落，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经
常是一个人。一个孤独的青年，看见有人向他
伸出温暖的的手，就被感动，竟然成为那异端

集团的一员。他深深陷入异端，在部队里不仅
给别人传播异端教理，而且又经常迷惑我。
  当我看到那位朋友的时候，觉得好可怜。所
以，刚开始积极地给他传播，藉着耶稣基督而
来的得救的真理和恩典，以及真正的基督教
信仰。不过，我怎么说也是，一个字也听不进

去，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若是对救赎的信仰坚
定不移，又没有基于圣经的信心，就绝对不可
以接触异端，或者接触被异端迷惑的人。我懂
得这一事实以后，深深地向神表示谢意。我能
够拥有正确的信仰观和得救观，并成为圣徒，
这绝对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神的恩典，是圣

灵的帮助。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
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
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 16:17)
  虽然我的信心还不怎么大，但相信一切都是
神的恩典和神的爱。深深感谢神 拣选我，并
赐给我这样的信心。于是，我一个人走进圣

殿，跪在十字架面前赞美祷告。很自然的悔改
埋怨神，埋怨环境的行为。我埋怨部队在偏僻
的山沟里，埋怨教会规模小，又因各种小事埋
怨过神，因这样的事流泪悔改的时候，觉得好
惭愧。并且，悔改在部队里没有给别人做出榜
样，并没有积极传福音的事。

  过去，我曾抱怨教会只有一个十字架，但现
在想着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的十字架，
由此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觉得部队里的小教
堂，比世上的任何大楼既漂亮又雄伟。教会里
没有圣经，所以更加珍惜圣经，并爱慕神的话
语。我没有坚强的意志，所以跪在主面前迫切

地、真诚地仰望神，并持续不断地祷告。
  是的，神希望我更加谦卑。神把我安排到这
里的用意是，为了给那些军人传福音。神希望

我以主的爱心，帮助这位受伤的青年，树立正
确的信仰观。愚蠢的我当然不晓得神的心意，
只因面前的状况不断发怨言，所以给他传福音

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圣灵的帮助和引领。从那
以后，我持续不断地为他祷告，不再和他争
论，只为了打破他刚硬的心，向神恳切祷告。
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愿圣灵感动他的心，好
让他尽快归向神。
  后来，他当一等兵的时候，第一次来了教

会。当然，那天听讲道的时候一直在打盹。即
便如此，我特别感谢神，特别感动。我每天都
告诉他，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实，并用爱心
拥抱着他。就这样，我感觉他的心被融化了。
深深陷入异端的他，竟然开始接受神，认识圣
经。这都是神的恩典。我的祷告蒙应允，带来

了这样的胜利。我通过这样的过程明白了，无
能为力的时候，应该祷告。只有祷告，才是解
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他当上等兵的时候，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过
错，于是向神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每次到
教会做礼拜得到时候，坐在最前边，聚精会

神地听牧师讲道，并向主献上感谢和赞美。兵
长的时候，在前头弹吉他，以优美的声音赞美
神，又成为礼拜的主持人。他是一名虔敬的圣
徒，在部队里是模范兵长。他用自己的行动作
出榜样，经常得到别人的表扬。将一切荣耀归
给神！

  我通过部队里的生活，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经
验，于是决心竭尽全力去传福音。如今韩国江
原道最前线部队也已进入“紧急待命”状态，
我为那些官兵恳切祷告。他们为了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在前线献身。希望神赐给他们健
康，让他们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认真执行军

务。让那些信耶稣的军人，得到神充满的恩
典，信心变得更坚固。还有让那些不信耶稣的
军人，尽快归向神，成为神的儿女。

  所有的人都知道感恩；这不属于先天的，而

属于后天的。通过学习和训练改善，并变得丰

盛。要是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并努力积极表

达感激之情的话，就会带来很多好处的，人生

也会变得更有价值的。我们要通过本文内容，

看一下感恩的生活。

   

  圣经里明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

定的旨意’。人们一般都互相表示感激。但有

时对没有人格的某个对象磕头，或者举行宗

教仪式。这都是崇拜偶像的行为。当然，圣徒

们有时也对自然界的某个对象怀着感激之情，

但最终要向神表示感谢。因自己拥有的、享受

的，要向神常怀一颗感恩的心。若是知道自己

享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这是十

分理所当然的事了。凡事谢恩，这是承认创造

主神的行为，也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的行为。

   第二，

  圣经里明示着‘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

稣里的事实，就是我们感恩的根源，而且又使

我们常怀感恩的心。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基

督耶稣里，这十分令人惊讶、奇异。耶稣虽然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

天，要是把这位耶稣接受为救主，那么他因着

圣灵而得重生，然后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

稣里’，是说明基督徒的真相和本质，这是最

合适的表现。圣徒是指，已成圣的人。圣洁

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的恩典。这恩典极其

丰盛，无法测度。不但如此，将来我们享受的

荣耀，也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第三，说了，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

  谁也不许看不起，或者忽视神的旨意。人违

抗神的旨意的理由可以分为四种。  

  1．因为不知道神的旨意。圣经里启示着神

的旨意，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忽略圣经，却违抗

神的旨意，走向灭亡之路。

  2．有些人故意违抗神的旨意。亚当和夏娃

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但被撒但迷惑，违抗神的

旨意。

  3．有时误解，并歪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

清清楚楚地都记在圣经里面，可有些人按照自

己的想法随意解释。因这样的缘故，人们容易

违抗神的旨意。

  4．虽然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因为身心软

弱，无法遵行那旨意。

  理解神的旨意以后，遵行那旨意的生活，才

是最明智、最美好的生活。要把不符合神的旨

意的想法，钉在十字架上。遵行神的旨意而生

活，这才是成功的生活，也是得胜的生活。圣

经里明示着‘这是神的旨意’，其中的一个是

本文内容。‘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你为什么

感谢神呢？’对这问题，请你这样回答，‘因

为这是神的旨意’。若是这样回答的话，不管

遇到怎样的事情，你的信心都不会动摇的。通

过这样的信心而怀有的感恩之心是最崇高的，

最美好的。

  请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彼得前书 1章 3节-9节
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
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
生了我们，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
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
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
的人，必能得着所豫备，到末世要显现的
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
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
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
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
称赞，荣耀，尊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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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gntc.net

韩国：82-31-446-5831， 
中国：86-139-0461-1140 

需要恩典与真理教会
传道纸的人情联络！

  要分辨事物，就得先观察那事物的特
点。所有的事物都有它固有的特性。人
呢，用肤色、头发的颜色、骨骼、长相、
声音等等的特性分辨。现今因基因工程
的发展，可以通过基因检测分辨。基督徒
有非常特别的特性。今天本文里记载其特
性，我们一起仔细看一下吧。要是没有这
样的特性，就不是正常的基督徒了。
 

  第一   正常的基督徒呢，虽然没有
见过耶稣，却是信他。

  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
事。有些人要求，说：“你让我见见神，
那我就信。”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这不
是过分的要求。要是神亲自显给人们看，
那我们就不必出去传福音了，但其实并不
那样。从前，以色列百姓亲耳听过神对他
们所说的话。百姓们为了迎接神，都站在
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
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
遍山大大地震动。角声渐渐地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
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
摩西就上去。以色列百姓都看到了这样的
情景，但是没过多久，又开始崇拜神禁止
的偶像。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说：  “即使
看不到神降临的场面，也听不到神说的话
也无所谓，只要能亲身经历神行的奇迹，
就能拥有坚强的信心。”不过，事情并不
那样，因为以色列百姓给我们证明了此
事。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多年，那时
神给他们行了好多神迹奇事。在这四十年
期间，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又按时
降下吗哪供应他的百姓。神又让苦水变为
甜水，并从磐石中涌出水来，让他们喝。
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多年，可他们的衣服

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脚也没
有破过。但是，大部分的以色列百姓却对
神产生疑心，违抗神的旨意。人十分奸
诈、愚蠢。以前的人和现代的人没什么两
样。如今也是，就算神降临，亲自对他们
说话，行许多神迹也是，那些顽固、愚蠢
的人所受的打击和感动，没过几天就会消
失的。
  复活的耶稣来到门徒们所在的地方。那
时，有个叫多马的门徒不在现场。门徒
们对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复活的主
了。”可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
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
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
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
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
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
“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
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
福了。”我们都没有见过因圣灵感孕，以
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没有见过耶稣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场面；没有见过埋
葬、复活、升天的场面，但是我们都信耶
稣。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耶稣，却是信，这
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特性。
 

  第二   正常的基督徒呢，虽然没有
见过耶稣，却是爱他。
 
  爱可以分为好多种类型。我们不能以
自我为中心的爱，以及自私的爱来爱耶
稣。 爱耶稣，就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
也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我们应该心甘情愿
地接受，因爱耶稣的理由遭受的逼迫、冷
遇、损失和种种不当待遇。罗马皇帝尼
禄迫害基督徒，把彼得钉十字架。临行前
彼得说：“我不配像我主耶稣基督那样钉
在十字架上。”因此，他被倒钉死在十字
架上。彼得蒙召为耶稣的门徒，他与耶稣
同行三年，领受耶稣的教导。彼得亲眼见
过耶稣所行的许多奇迹，还有复活的耶
稣。他又看见耶稣升天的场面，所以人们
都想彼得为耶稣舍出自己的性命，这是应
该的。但是我们爱耶稣，这并不是因为亲
眼见过他，真是非常惊奇、奥秘的事。只
有真正被神拣选的人，才能体验这样的
事情。“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
他。”，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爱是奇妙
的。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却是爱他，这是
正常的基督徒的特性。 
 

  第三   正常的基督徒呢，虽不得看
见，却因信耶稣，就有说不出来，满有
荣光的大喜乐。
 
  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最终理由在于灵魂的
救恩。信基督的理由中，没有比灵魂的救
恩更重要。若不这么想的话，就不是正常
的基督徒了。不正常的基督徒会混乱福
音。灵魂的救恩和进天国是一样的。灵魂
得救了，才能复活得生。基督徒在这世上
经历的一切事情，要是跟灵魂得救比较的
话，就是区区小事了。凡事兴盛，身体健
康也是次要的。就算你得到天下，但是失

去了灵魂，乃是灵魂没有得救，就是最悲
惨的了，因为最终是灭亡，地狱刑罚。我
们要完全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的事
实，然后让信心与行为并行。有了这样的
信心，灵魂才能得救。基督徒越懂得灵魂
的救恩是一个多大的福气，那么从心中涌
出的喜乐就会越多，这两者是成正比的。
没有比因灵魂得救的事实，而得到的喜乐
更大。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相信灵魂的
救恩，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
乐；这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特性。

  第四   正常的基督徒是大有喜乐
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圣经上好多处记载着，不要担心、不要
忧愁的话语。但是在本文里指点，人无法
避免忧愁的事实。看到基督徒在忧愁时，
请不要觉得奇怪。这样的忧愁是因经济问
题，家里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工
作问题，健康等等的问题而有的。看到了
因忧愁难过、悲伤的圣徒，就说他没有信
心，这是不对的。因为那个圣徒是大有喜
乐的，只是因各种试炼中暂时忧愁。正如
圣经中所说的一样“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基督
徒能够尽快消除忧愁的理由有好几种。第
一个理由，因为是重生的人。重生的人在
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马上会快乐起
来的。第二个理由，因为有存留在天上的
基业。第三个理由，因为蒙神能力保守的
人，必能得着所豫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
恩。第四个理由，因为百般的试练将带来
很多益处。亲爱的圣徒们，希望各位因面
前的试练忧愁的时候，要好好想一想神在
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快乐的理由。“因为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
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
呼。”(诗篇 30:5)“似乎忧愁，却是常常
快乐的。”(林后 6:10)“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但却是常常快乐的。”希望圣
徒们充分发挥基督徒的特性而生活。
  正常的基督徒呢，虽然没有见过耶稣，
却是信他。正常的基督徒呢，虽然没有见
过耶稣，却是爱他。正常的基督徒呢，虽
然没有见过耶稣，却因信耶稣，就有说不
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正常的基督徒
呢，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在百般的试
炼中暂时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希望各
位圣徒们都要成为真正的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