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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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贞子

见证

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
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所
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罗 4:16-25)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
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
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
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
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
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 23:1-6) 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
时候，还有每天睡觉之前，就背诵诗篇23
篇。我背诵这段话语时候，一边用心灵赞
美主，一边向主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嫁给一个热衷崇拜偶像的家庭。结婚
之前，虽然不是一名诚实的基督徒，但心
里却相信神的存在。继婚以后，婆家的人
坚决反对我去教会，所以不得不放弃信仰
生活。我不能上教会做礼拜，所以虽然日
子过得舒服，可我的灵魂是饥渴的，总感
到人生毫无乐趣。
  刚开始灰心、绝望，但是马上改变自己
的想法，决定做好儿媳妇和妻子的本分。
同时为婆家的每一个人，以及为自己的信
仰生活恳切流泪向神祷告。“如今也在
拯救罪人的神，求主怜悯不懂救恩，活在

罪里的家属和长辈们。我那么的希望家里
的人每一个人接受主耶稣，归向神，就像
保罗恳切地希望自己的同族得救一样。求
主赐给我智慧和勇气，让我放胆给他们传
福音。求主让我重新得到通过礼拜而得到
的喜乐和感动。”慈爱的神，应允我的祷
告。神竟然打动了公婆和老公的心，终于
让我像从前一样在恩典与真理教会做礼
拜。不但如此，没过多久老公也接受主耶
稣为救主，我们可以一起去教会做礼拜
了。我当时的心情，就好像拥有了全世
界。靠神的恩典，我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
儿子。 
  我那唯一的儿子都已经过了结婚的年
龄，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我仰
望神的帮助，为儿子的婚事整整祷告八
年。神迟延我的祷告时，虽然感到有些不
满，但一边回顾自己的信仰生活，一边更
加热心事奉神。我没有失望，反而仰望神
的帮助，并相信神的迟延常常都有更美好
的旨意。教会和区域里的好多圣徒们都为
我祷告。后来，通过老公朋友的帮助，终
于找到了神所预备的儿媳妇。
  当时儿子四十四岁，别提有多高兴了，
心中就充满了感激之情。更感谢的是，儿
媳妇也是事奉神的人。儿子结婚比较晚，
我担心不能怀孕。这一次，神又没有辜
负我的期望，竟然赐给我非常可爱的小孙
女。感谢赞美神 作了我随时随地的帮助，
并赐给我丰盛的恩典。
  婆家的人当中，几位姑妈和小叔子强烈
反对我去教会。那时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崇
拜偶像，所以好多年都断绝来往。很感谢
的是，后来小叔子和几位姑妈悔改，归向

神，只有大姑妈一个人还是那么强烈的反
对。那段期间，姑妈的大儿子得了重病。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连康复的机会也没
有了。但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的是，他死之
前迎接了耶稣。 
  经历了这番痛苦以后，那么顽固的姑妈
终于丢弃偶像，举起双手来到主面前。她
用心上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靠圣灵的帮
助，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理由。她的
信心变得坚固，比谁都爱主耶稣，却成为
一名诚实的基督徒。以前她是逼迫我的
人，是反对我去教会的人，但如今是我的
同工，是为我祷告的人。将一切荣耀归给
神！要是跟刚嫁到婆婆家的时候相比，如
今的一切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我们一家人，还有三个孩子的家属都是
恩典与真理教会的圣徒。姑妈家的人都得
了救，其中几位姑妈也在恩典与真理教会
做礼拜。每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有什么活
动的时候，家里的亲戚们都会聚在一起。
那时我们谈的不是崇拜偶像和世上的事，
而是从神那里的得到的恩典和爱，并感
谢赞美神。我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名册上，
哪有比这更愉快、更安全、更有效的保障
呢？如果我有一万个口，就一定会天天赞
美主的恩典。主的恩典真是丰丰富富，超
过我们所想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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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1:8,9）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 16:31) 哈利路亚！

  当我们谈论信心的时候，不能不提亚伯
拉罕的信心。圣经指着亚伯拉罕说‘信之
人的父’ (罗马书 4:11)，“可见那以信
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
福。”(加拉太书 3:9)我们在圣经里察看
亚伯拉罕的信心，并拿他当榜样的理由也
在此。我们以本文中心看一下，在哪些方
面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
  
  第一，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对神的话语的
信心。
  亚伯拉罕并没有向神求什么征兆和神
迹。只要有神的一句话，就足够了。他75
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女，但是且满心相
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直到99岁为
止，一直没有孩子，可依然相信神的应

许，而没有求什么神迹。只要有神的一句
话就足够了，这样的信心乃是亚伯拉罕的
信心。
  
  第二，亚伯拉罕向来不问神做的事，只
是竭尽全力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神虽然承诺使亚伯拉罕的子孙繁盛，但
要是考虑他和他妻子的年纪，就根本不可
能的事了。即便如此，亚伯拉罕并没有泄
气，也没有向神问‘为什么’。因为他
断定那是属于神的主权，没有资格去管。
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这种态
度。他接受神的命令以后，虽然不知去
向，但是立即向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
他并没有考虑过能不能到达神所指示的地
方去，而相信神一定用最好的方法来引
导。神命令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的时
候，他只是默默地去遵行。那时并没有
问，神将‘怎样’救活以撒，并实现许下
的诺言。亚伯拉罕相信只要尽最大努力遵
行神的旨意，神就会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第三，亚伯拉罕确信神的应许，并把一
切的荣耀归于神。

  亚伯拉罕相信神一定用无穷的智慧成就
应许，便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神。

  亚伯拉罕得到的是口头上的应许，不过
我们得到的是圣经，神的应许都记载在圣
经上。我们得到的应许比亚伯拉罕得到的
应许更仔细、更丰盛。我们要拥有的是，
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神答应我们的那
些伟大而惊奇的事，将会怎样成就呢？各
位不必为此事苦恼。只知道自己该做的事
情是什么，然后尽最大努力去遵行就可以
了。神一定会成就每一个应许，所以希望
各位事先高兴、感谢、称颂，并把一切荣
耀归于神。希望各位效法亚伯拉罕之信，
并拥有坚固的信心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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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只有一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
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实在原文作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china@gntc.net

韩国：82-31-446-5831， 
中国：86-139-046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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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的‘是’表示，对于什么指示和

要求，采取肯定的态度。‘不’是表示

否认、拒绝、反对、推辞。我们在一生中

经常说‘是’和‘不’的两个字。有时

‘是’和‘不’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可

有时会带来重大的结果。不过，有时他人

表示的‘是和不’也给自己带来影响，其

中给我们的命运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今天

呢，我们看一下跟此事有关的内容。

  第一  耶稣基督对父神的旨意和要
求，只有‘是’，而没有‘不’。

  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因为人类的祖先

亚当犯了罪。亚当摘吃了神禁止吃的善恶

果。他违背神的命令，成为罪人。亚当和

夏娃怕见神的面，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最终，神的独生子遵行父神的旨意，来

到这世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以人的模

样，披戴肉身，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降

生在这世界，遭受藐视与虐待。然后，担

当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

父神的旨意。耶稣完全顺从神的旨意。神

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所生。耶

稣多次向门徒们预告，他必须上耶路撒冷

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

痛苦，并且被杀害，但第三天要复活的事

实。耶稣被捕的前一天，在客西马尼俯伏

在地祷告说：“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

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

就你的意思。”(路 22:42)无罪的耶稣要

担当人类一切的罪恶，受审，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这真是十分残忍的事。耶稣极其

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

在地上。(路 22:44)耶稣流了血和汗，但

是对父神的话，说了‘是’。耶稣对父神

的旨意，只有‘是’而没有‘不’。耶稣

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

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

前 15:3,4)

 

  第二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
督都是‘是’，而没有‘不’。

  圣经是

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些约定

果然有效吗？能不能同样适用于我们每

一个人？那答案在今天的本文中；说了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

的。’我列举一下，其中的几个应许吧。

  有罪得赦免的应许。约翰一书1章9节记

载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

一切的不义。”

  有成为神儿女的应许。约翰福音1章12

节，13节记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

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

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有祷告蒙应允的应许。约翰福音16章23

节记载，“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

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

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有复活的应许。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

节，17节记载，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

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

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

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

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有天国的应许。约翰福音14章3节记

载，“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

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

也在那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

基督都是是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没有‘不’。

  第三  圣徒们对神的话语应该只有
‘是’，而没有‘不’。
 

  只有‘是’而没有‘不’，这是说明必

须相信，并顺从神的应许和命令的意思。

圣经里记载顺从神的应许和命令的模范人

物。挪亚就是很好的榜样。挪亚时代的人

十分恶劣，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罪恶

将导致审判和灭亡。当时神通过挪亚警告

世上的人，可他们理都不理。神命令挪亚

造一只方舟，避免洪水的审判。那方舟的

规模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把各种动物也要

带进方舟。方舟的规模简直太大了，需要

好多费用和努力。挪亚要忍耐120年，并

且还得忍受别人的负面劝告和讽刺。但是

挪亚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有洪水审判以后，完全顺从神的人当

中，我们不能不提亚伯拉罕。有一天，神

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

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

命令亚伯拉罕把唯一的儿子以撒献为燔

祭，这时他却顺从了。亚伯拉罕到了神指

示的地方，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

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然后伸手

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在那一瞬间，神让

亚伯拉罕停止一切行动，说：“现在我知

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

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和命令只有‘是’而

没有‘不’。

  在基督里只有‘是’而没有‘不’的圣

徒是，照着圣经去生活的人。圣经有许许

多多的应许和命令，这样的命令绝对不是

压迫或捆绑我们的绳索。只要顺从，就能

够享受幸福和利益。我们看一下圣经中记

载的这几种命令。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

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作

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来 

10:25)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

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林前 

15:58)“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

谢恩。”(帖前 5:16-18).

希望各位对于神的应许和命令只有‘是’

而没有‘不’。请各位回答以下的问题；

各位相信耶稣基督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

只有‘是’而没有‘不’的事实吗？各位

相信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

‘是’而没有‘不’的事实吗？各位能不

能在基督里向着神说‘是’和‘阿们’，

而绝对不说‘不’字吗？对于神的应许和

命令，只有‘是’而没有‘不’的话，没

有比这样的人更聪明，更强壮，更幸福的

人。希望各位用‘阿们’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