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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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玉姬

见证

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
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
比书 4:6-7)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结婚比较早，当时我21岁，丈夫27
岁。丈夫是二代单传，他大学刚刚毕业
就与我结婚。那时我还小不懂事，婆婆
和公公很疼我，待我像亲女儿一样。很
可惜，我结婚第二年公公得癌症去世
了。接着婆婆生病，所以过节的时候，
还有做祭祀的饭菜自然就落在我身上。
每年一到忌日，婆家的人聚在一起开开
心心的，看起来都很幸福。但不知为什
么，我就是开心不起来。心里老觉得空
荡荡的，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有点
失落。
  2 7岁的那年，我的人生发生了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那时没有人让我去
教会，但突然有了很想去教会的念头。
恰巧恩典与真理教会的一位执事手里拿
着传道纸，到我工作的店里传福音。我
特别高兴，都来不及等那位执事说完，
就问了教会礼拜时间。他很亲切地告诉
我时间，并送给我一本圣经。
  那周，我头一次去了恩典与真理教
会。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不过做礼拜的
时候蒙受极大恩典。我靠神的恩典去了

教会，迫不及待地等待主日，满心期待
牧师的讲道。我渴慕神的道，自从去了
教会以后，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我白天上班，没有办法参加周三礼
拜。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是买磁带听
堂会长牧师的讲道。我竭尽全力以礼拜
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生活。区域长了
解我的处境，于是调整时间做家庭礼
拜。有时早上9点之前做礼拜，有时不方
便，就利用中午时间。
  我以礼拜为中心生活的时候，信心逐
渐增长，能够分辨神的旨意了。原来神
最可憎的行为乃是崇拜偶像。我深深明
白崇拜偶像是极大的罪，并会带来重大
灾难的事实。所以切切地祷告神，不做
祭祀。没想到发生了非常让人吃惊的
事。神应允我的祷告，竟然让热衷于佛
教的小姑子和丈夫接受我的要求。神赐
给我勇气和能力，让我给亲属和家人传
福音，并宣布从此以后不做祭祀。神改
变了小姑子和丈夫，让他们答应我的要
求，所以从那天起就不再做祭祀了。哈
利路亚！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神时时刻刻与我同在，仍然赐福于我
们家。虽然我们不做祭司，但是丈夫和
儿子仍然在彷徨，就是不肯接受主耶
稣，只好恳切地向神祷告。我相信神的
儿女所切慕所盼望的不至羞愧，一定照
着神的旨意实现。
  去年12月份，丈夫突然到医院做了膝

盖手术。他住院接受治疗的那段期间，
传道士和圣徒们经常来探病，为他恳切
祷告。那时丈夫被他们的真诚和爱深受
感动。丈夫从来没去过教会，但是圣徒
们为他的健康迫切祷告，还那么关心
他，于是敞开了心门。丈夫被神的爱和
圣徒们的真诚感动，因此今年一月份终
于到我们教会做了礼拜。哈利路亚！丈
夫也成为神的儿女，每周都参加礼拜，
在神的恩典当中认真过着信仰生活。
  我软弱不足，信心还小，可我知道神
所赐的救恩无比丰盛，无比惊奇。我又
知道圣徒的名称里内含着丰盛的恩典，
并且将来要享受的荣耀简直没法儿用语
言形容。所以我无比开心，心里充满对
神的感激之情。虽然以前好长时间不认
识神而生活，浪费了时间，但如今被神
拯救，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
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
里的仁义，和圣洁。我感谢赞美神！
  像这样神拣选我，赦免我一切的罪，
成为神的儿女。我感谢神恩典，赞美主
的大爱。我很希望靠主的恩典，常常喜
乐、凡事谢恩、竭力多做主工。等将来
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一定得到神为所信
的人预备的赏赐和称赞，并相信神引导
我们夫妻过着得神的喜悦的生活。 

  ‘应当一无挂虑’这话并不属于世上
的每一个人。这是神对圣徒们所说的
话。圣徒们对神的命令完全没有辩白的
余地。神并没有强迫我们应当一无挂
虑，而是对我们说了不必挂虑的理由和
对策。
   第一 神让我们恳切祷告。
  经常挂虑、长久挂虑的话，就会失去
很多东西。心中挂虑，这等于严刑拷打
自己。应当一无挂虑，这话的意思利用
挂虑的时间来祷告。圣经多次记载神在
垂听我们祷告的事实。有人了解我们的
处境和情况，有人倾听我们的呼吁，这
对于祷告的人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和
帮助。祷告是把挂虑交托给神的最好办
法。当心里充满挂虑，就得唱赞美诗；

你可以祷告的，为什么在忧虑呢？然后
把所有的挂虑放在神那里。
  第二 说了‘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
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这话的意思是，要确信祷告必蒙垂听
并得应允。只要相信神在最好的时期，
用最好的方法应允的事实，就能以感恩
之心祈求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应
允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当然知道最佳时
期和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一边想着这
样的神，一边藉着祷告将所要的告诉
神。凡事藉着感谢告诉神，这是把一切
忧虑交托给神的行为。祷告以后，仍在
挂虑，各位绝对不应该采取这样的两面
态度。“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 5:7)顾念是
指，看顾的意思。
  第三 说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
所要的告诉神，心里就有平安，这是神
的第一个应允。因忧虑不安的情绪，马
上会平静下来。‘神赐的平安’是，跟
世上的平安全不同。说了‘神赐的是出
人意外的平安。’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出来的平安，是超越想象的平安，是出
人意外的平安。从面前的情况来看，根
本不可能有平安，但心里却有奇异的平
安，这就是神赐的平安。心是一个连自
己都控制不好的东西。但是，在无法控
制自己的那一刻也是，只要心里有神的
平安，就能享受真正的平安。心里的平
安是祷告所结的果子，也是藉着祷告祈
求把忧虑交托给神的人所得到的礼物。
神首先赐给我们平安，然后解决令人忧
虑的问题。心里有神的平安，这说明已
经把问题交给了神。问题已经放在神的
手里了，所以从那开始神会处理的。
  要是小狐狸侵入葡萄园的话，没过多
久整个葡萄园就会荒废下来。忧虑像害
虫和小狐狸。今天的经文乃是除掉这忧
虑的秘诀。我们在生活上要面对许多的
难处。忧愁不断地来折磨我们。今天的
经文就是为这样的我们所赐的神的恩典
与爱。希望各位照神的话语遵行的时
候，得到神赐的平安，同时亲身体验帮
我们解决问题的神。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马太福音 13章10节 - 16节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
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
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
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馀；凡没有的，连
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
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
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豫
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
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
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
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
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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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恩典与真理教会
传道纸的人情联络！

  “天国的奥秘”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主
题。人人都很喜欢听有关天国的事情，但
要是神不说的话，谁都不可能知道天国的
奥秘。耶稣是天国的掌权者，所以当然知
道天国的奥秘。马太福音第13章里记载，
耶稣对门徒们所说的天国的奥秘。在此，
希望各位藉着圣灵的教导和帮助，需要正
确地理解‘天国的奥秘’，同时对天国的
盼望和信心要更加丰盛。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13章里启示的天国奥秘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  在‘撒种的比喻’中启示了天
国的奥秘。

  神的道是种子，人的心是地。有四种
地。1) 有落在路旁的；指心地刚硬的人。
心被人的思想和哲学塞满了，使他的心刚
硬悖逆，天国福音已经进不去了。2) 有落
在磐石上的；指不会忍耐的人。一遇到患
难与逼迫，就立即跌倒。3) 有落在荆棘
里的；指执着世上的东西的人。今生的思
虑、钱财、宴乐把道挤住了。4) 有落在
好土里的；以谦卑之心接受天国福音，拥
有坚固的信心，并结出丰盛的果子。神的
道就是天国福音。心中接受神的道以后相
信，并坚守真道的人，进去的地方乃是天
国。

  第二  在‘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
的比喻’中启示了天国的奥秘。

  虽然芥菜种很小很小，但是成长了有3.7
米以上高，有天上的飞鸟在其上搭窝。面
酵在面中使面发酵。这两个比喻在说明相
信天国福音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传福
音，让许多人成为天国百姓。在巴勒斯坦
的耶路撒冷传播的天国福音，过300年以

后影响了整个罗马帝国。如今已经向全世
界传开了。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信心不
大，但是信心逐渐增长以后，让许多人归
向神，进天国。总是看不惯其他圣徒在教
会服事的一个人，信心增长了，比谁都积
极服事。相信天国福音的人，属灵的知识
将不断增多。并且要是为天国福音辛苦，
或者遭受苦难，就能得到永远的荣耀和赏
赐。哥林多后书4章记载：“所以我们不
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
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
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
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
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 
4:16-18)世上的人虽然在发展、向上，但
总的来说在后退，最终会灭亡。走向天国
的人呢，看起来相似后退，但总的来说在
发展、向上。
 

  第三  在‘藏宝的比喻’和‘寻珠的
比喻’中启示了天国的奥秘。

  这两个比喻讲述的是，发现天国福音的
真正价值的人，所采取的态度和发生的变
化。藏宝的比喻讲的是，有人无意中发现
宝物的故事。我们虽然有些难以理解这
比喻，但是在耶稣时代，对于巴勒斯坦人
来说，是常有的事。那时巴勒斯坦经常发
生战争，所以人们逃难之前，就把珍贵的
宝贝大多会埋在地里。等战争结束了，就
回来拿。可有时那藏宝的人在避难的路上
被俘虏，或者被杀，所以永远回不来。因
这样的缘故，有些人向别人借地耕种的时
候，无意中发现宝贝。那人就悄悄地把宝
贝埋在地里，然后去买那块儿地。在别人
眼里是愚蠢的事，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不
毛之地。不过，发现宝贝的人欢欢喜喜去
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做生意的人
要是遇见一颗好珍珠, 就去变卖他所有的, 
买这颗珠子。这两个比喻是指，在寻找人
生的真正理由和价值的人，最终得到天国
福音。
  不管是无意中发现宝物，还是努力寻求
的时候发现，总之他们都发现了永远的价
值和意义，所以去变卖他所有的, 就买了
那一切。发现藏在地里的宝贝的人，以及
寻找好珠子的买卖人，为了得到那些宝物
去变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话说明他勇
敢地抛弃了曾经那么珍惜的东西。知道自
己承受天国为基业的人无比快乐，无比幸
福。当我们一想到天国的价值，就宁愿为
赐给我们天国的主做出一切牺牲。如果想
把那些无意中发现的宝物成为自己的，就
得变卖自己所有的一切。自己的思想和哲
学，还有所信的宗教，必须得果断抛弃。
变卖自己所有的一切，这话说明为了得到
天上的称赞、荣耀、尊贵，把一切只当作
一个手段。认为世上的地位、名誉、权
势、物质，都是为了在主面前得到称赞和
赏赐，而需要的道具和手段而已。相信有
天国的人，不会说自己受了试探，并且认
为竭力做主工是极大的荣幸和特权。这样
的人为主爱惜光阴。

  第四  在‘稗子的比喻’和‘撒网的
比喻’中启示了天国的奥密。
 
  这两个比喻在说明必有神的审判，以及
分为将在天国生活的人和被扔进地狱的
人。稗子的比喻告诉我们，至今非基督徒
也可以像基督徒一样生活，但总有一天必
定分别出来的。地里不仅有麦子，而且还
有稗子。稗子是有毒的麦子。稗子和麦子
外形极为相似，起初生长的时候是看不出
来，只有在吐穗的时候，才有可能稍稍地
分辨出来。虽然真假一时难辨，不过收割
的时候，就容易分辨了。稗子和麦子一齐
生长，所以薅稗子的时候，有可能把麦子
也拔出来，所以只好让这两样一齐长，直
等到收割。那时稗子要被捆成捆，留着
烧；惟有麦子要收在神的仓库里。世上有
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两者都存在于现实
的世界当中；就像稗子一样在麦地里生
长。有一种人是撒旦的差役，他们是冒牌
信徒。其实我们在教会很难分辨真基督徒
和假基督徒。我们不必急着判断，要耐心
等待，因为到时候就容易分辨了。只看那
一个人就很难看得出来，但是知道他属于
哪个组织和集团，就能分得清的。过一段
日子，就能清楚地看到异端的真面目。一
到世界的末日，就能分辨真假。稗子的比
喻在告诉我们，虽然假基督徒也能假扮成
基督徒，但到世界的末日，就会分清的。
  撒网的比喻和稗子的比喻有许多部分是
相似的，都讲了必有神的最后审判，以及
最后的分辨和分别。打鱼的时候网撒在海
里，就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
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
不好的丢弃了。像这样不信的人必被分别
出来，将受地狱刑罚。首先分辨进天国的
人和进地狱的人，然后作最后的分别。在
世上地位、权势、名誉、物质、外贸、能
力、人品是区分人类的标准，但是在天国
就不一样了。分别基准在于，是不是基督
徒。换句话说，你有没有重生。
  各位要是听完耶稣讲的七种比喻以后，
真正了解了‘天国的奥秘’，就是最有福
的人。希望各位明白天国的奥秘以后，心
里充满喜乐，并广泛地传播天国福音而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