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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感谢赞美神，坚固我的信心，又
拯救我的丈夫和公婆的灵魂。”

姓名 - 金淑婍

见证

绊倒的人和绊倒人的人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
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马太福音
18:6，7)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在1993年，我们从首尔搬到安山市。我
老公辞掉工作后，开了一家炸鸡店。当时
孩子们还小，儿子六岁，女儿四岁，正需
要妈妈的细心照顾和保护，可我一天到晚
帮老公在店里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有一
天，儿子从幼儿园回来，说身体有点不舒
服，后来都走不动路了。孩子发烧，全身
发热，腿上还长了红斑，无奈半夜就带他
到大学医院的急救室。做完各种检查后，
医生建议马上住院。第二天，孩子尿中带
血，看他病得如此严重，我心里非常难过
伤心。
  我姨妈是教会执使，她听到孩子生病住
院了，就来探病，便为孩子祷告。从那天
起，姨妈每天都过来为我儿子祷告，又劝
我尽快恢复信仰，一起向神祷告。我结婚
前上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着姨妈去过
教会，当时在教会的青年部服侍。并且，
我又给同事们传道，带他们到教会礼拜。
不过自从我嫁到非基督徒家庭之后，再也
没去过教会。
  我1985年结婚，婆家一年举行四次祭祀
活动，还有一到节日又祭拜祖先，一家人
都很热心敬拜偶像。我明知道神最讨厌偶
像崇拜，但抱着孝敬公婆的心，服从公
婆的话。如此一来，我以前是去教会做过
礼拜，可并不是因信耶稣，藉着圣灵重生

  信仰生活好比障碍物赛跑。如果一时大
意，就因许多障碍物容易跌倒。耶稣说：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在信仰生活
中绊倒，以及将人绊倒，这两样都是悲剧
中的悲剧。
  第一  我们要记住耶稣所说的话‘绊倒
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无论谁，只要信耶稣基督，就罪得赦
免、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诱惑、
患难、逼迫是免不了的。人们都以为信
徒们的聚会和活动，跟世上的聚会完全不
同，一定充满爱和恩惠。但是不多几日就
会明白，不但是教会，而且处处都有绊倒
人的事。由于不合乎圣徒的言行而经受的
痛苦，跟患难和逼迫一样，将成为信仰生
活的绊脚石。世上不可能没有绊倒人的
事，所以各位当看到绊倒人的事时，不必
感到奇怪，或者吃惊。

  第二  绊倒的人应当知道将面临的祸有
多大。
  由于遇到绊倒人的事，就说‘从现在
起，我决定放弃信仰，不信耶稣。’这样
的想法是最愚蠢的了。‘我因他的缘故放
弃信耶稣’这话等于“我因种种原因，或
者因他人决定下地狱。”他们根本不晓得
地狱是一个多么残忍的地方，所以这样
说，或者这样想。总之，不管怎样，我们
千万不能去地狱。因别人说的话和行为绊
倒的人，真是个没福气的人。 
  第三  看一下将人绊倒的人面临的祸有
多可怕。
  1．有的人心中丝毫不考虑他人的感受随
便乱说，让信徒们受伤害，绊倒。
  2．有些人迷惑那些积极参加礼拜，用心
做主工的信徒，让他们对世上的事感兴趣，
信心逐渐变小，忽略礼拜，最终会绊倒。
  3．有些人引诱信徒接触异端和冒牌宗
教，将人绊倒。
  4．教会领导歪曲福音真理，随意教导，
将人绊倒。将人绊倒的罪是很大的，那是
让走向天国的人，换方向进地狱，这是撒
但的仆人所做的事。你要是做了将人绊倒
的事，就应该立即悔改，并极力的去帮助

他们恢复信仰。
  第四  看一下跌倒的原因在自己身上的
人。
  1．因为把耶稣当作一个普通人，而不承
认耶稣是神，所以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
却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用人的经验和知识
判断神的话语的人，神的话语却成为他们
的绊脚石，所以跌倒。
  2．由于自己的主观成见，照着圣经的启
示来到这世界的耶稣基督，将成为他们的
绊脚石。犹太人虽然阅读律法和预言书，
期待弥赛亚的到来，但是因他们的偏见反
而排斥弥赛亚耶稣。
  3．如果信主耶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充
足肉体的需用，这样就容易因耶稣基督跌
倒。如果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了按照自己
的愿望和期待实现，那么这样的人一遇到
意想不到的苦难和磨练，就因疑心和灰心
跌倒。
  希望各位成为一名不管遇到怎样的事，
信心变得更坚固，总不跌倒的圣徒，并且
宁可成为扶起绊倒的人，而千万不许做绊
倒人的事。

的人。现在一想，真是很惭愧，当初我听
到姨妈责备后，应该马上悔改，果断地拒
绝敬拜偶像，可我依然按照公婆的意思生
活。为此事，我们向神懊悔，承认自己的
罪，祈求主的饶恕和安慰。之后，儿子恢
复了很多，终于出院了，后来我们又搬家
了。
  我们刚搬家没多久，有一次我不知为什
么，夜深了却还是睡不着，于是起来看着
窗外，那时看见红灯装饰的十字架。在那
一刻，我做悔改的祷告，同时以恳切的心
求主，让我儿子完完整整地恢复到以前的
状态。之后，有神奇的事发生了。我竟然
遇到恩典与真理教会的一位执事，那天我
跟着她第一次参加了周三礼拜。我如此软
弱、愚蠢，但是主怜悯我、饶恕我、深爱
我，又把我深深的抱在主的怀里。
  我参加礼拜，听堂会长牧师讲道时，以
‘阿们！’回答。礼拜结束后，儿子先跑
到教区室，向着牧师说，“牧师！请您为
我祷告吧！”牧师非常疼爱我儿子，便
为我们母子做祝福祷告。我听从牧师的劝
勉，参加所有的礼拜，过着以礼拜为中心
的生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作”(腓立比书4:13)，我紧紧抓住主
的话语，以感恩之心，承受区域长职分 
  儿子上小学后，身体开始恢复健康，可
家里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我又开始出去工
作。如此一来，我又慢慢忽略礼拜。之后
在2007年，我被诊断为甲状腺癌。我立
即悔改自己没有全心全意依靠主，而依靠
物质，忽略礼拜的事。我恳切祷告神，求
主让我在何时何地也要依靠神而生活，并
且让我的公婆和家人归向主，成为神的儿
女。我尽心尽意服侍区域里圣徒，认真过

着以礼拜为中心的生活。靠神的恩典，我
几乎恢复健康，只做定期检查就可以了。
  2016年，我母亲得了重病，到我家附近
的一家大学医院住院，我精心护理她，
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公婆看到教会承
办葬礼，做礼拜的样子，深受感动，便对
我说，“我们死了，也望办基督教式葬
礼。”我突然想到这正是给公婆传福音的
好机会，那时圣灵赐给我能力和勇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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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靠圣灵的
能力和主的话语，勇敢地给他们传福音。
后来，公婆到我们教会的唐津圣殿迎接耶
稣，不再祭拜祖先，及敬拜偶像。哈利路
亚！
  我老公也接受耶稣为救主，以感恩之心
过着信仰生活。他渴慕主的话语和恩典，
每周日通过堂会长牧师的讲道，蒙受神的
恩典，用心灵和诚心做礼拜。他为儿女的
信仰迫切地向神祷告，他对主的信心比我
还大。儿子已经长大成人，高高兴兴地做
自己的工作。
  感谢神，坚固我的信心，让我因主的救
赎之恩和属灵的恩赐，心中充满喜乐，竭
力多做主工，从中享受到幸福。感谢神的
恩典和大爱，让我儿子恢复健康，并拯
救我丈夫和公婆的灵魂。往后，我一定努
力去执行主所赐的首区域长职分，并诚心
爱我们的主，竭力多做主工，热心服侍区
域，尽最大努力去传福音。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约翰福音 4章 19节 - 26节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
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
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
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
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
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
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
拜他。 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
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
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
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礼拜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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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礼拜为中心的生活，礼拜

是圣徒们永远履行的神圣的义务，也是有福气

的特权。因此基督徒当然要知道礼拜是什么，

以及如何做礼拜。

  耶稣和门徒们去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

叫叙加。耶稣坐在井旁，那时有一个撒玛利

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

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与耶稣交谈，她以为

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便问了有关礼拜的问

题。“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

“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

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

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

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

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或无个字）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

翰福音 4:21-24)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

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对她说：“这和你

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

里去，告诉人们自己遇见基督的事。

  我们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中，能看

出礼拜的真正意义和核心。今天呢，我们以本

文为中心，看一下礼拜的本质和意义。

  第一  礼拜是教会和圣徒的重大使命
和本分。 

  教会的作用和使命，有礼拜、传道、教育、

救济、服侍、交往等。这都是教会存在的理

由和目的，也是教会的本分。教会一定要遵行

耶稣的命令，尽力去传福音。耶稣吩咐门徒们

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马可福音 16:15) 

教导也是教会必须执行的使命，以圣经为主教

导。救济是教会的使命之一。服侍也是教会的

使命之一 。圣徒们尽心尽力地做好各岗位的

侍奉工作。教会的另一个本分是交往，圣徒们

在主里面彼此交接。

  并且教会的最大使命和本分是礼拜，礼拜是

人存在的目的和理由。因亚当的堕落，人类

脱离了本分，所以成为无神论者，或者敬拜偶

像的人。因这样的缘故，人类在律法的咒诅之

下，无法避免地狱的刑罚。但是神爱世人，给

人类打开得救的道路，那道路就是耶稣基督。

无罪的神的独生子耶稣，担当人类一切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

所以无论谁，只要接受并相信耶稣基督为自己

的救主，罪就得赦免、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然后拜主。做礼拜是教会存在的理由，也是圣

徒们应尽的最大本分。以赛亚书43章 21节记

载：“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

美德。”

  第二  我们看一下做礼拜的人，通过
礼拜想得到的是什么，想表达的是什
么？

  在旧约时代人与神交通的方法有两种，一是

借着献祭，二是听神的话语。为此有了祭司长

和先知。在新约时代教会进行的礼拜顺序一般

都是讲道，唱诗，祈祷，奉献，祝福祷告。圣

洁的仪式有洗礼和圣餐式。做礼拜的人，通过

礼拜想得到的是什么，想表达的又是什么呢？

做礼拜的人通过礼拜，听到神为人类所行的

事，及赐给人类的恩惠，然后把这一切铭记在

心中。听到神为了拯救我们所行的事以后，凭

着信心回应，这就是礼拜。  做礼拜的人，借

着礼拜表达对神的喜乐和感激。歌罗西书 3章

16节记载‘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心里想着神所

赐给我们的恩典，及将来要享受的荣耀，以发

自内心的感激和喜乐称颂，做奉献。做礼拜的

人，通过礼拜承认神的绝对主权，并祈求神的

帮助和赐福与我们。礼拜是得救的人所做的，

唯有得救的人，才能做的神圣的义务和特权。

  第三  看一下礼拜的本质。

  知道礼拜的本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从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与

礼拜的本质无关的是什么。场所不是礼拜的

本质。耶稣回答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

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

撒冷。”礼拜仪式也不是礼拜的本质。耶稣接

着又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

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

的。”原来撒玛利亚人所拜的不是真神，他们

的信仰是掺杂的,混乱的，变质的。他们拜的

却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独一真神，他们的信仰与

外邦人对神的概念混合在一起。圣经的启示是

从犹太人而来，除了按照律法书和预言书差遣

弥赛亚的神之外，再没有别神。不认识真神的

人进行的礼拜仪式不是真正的礼拜。

  耶稣终于对那妇人讲了礼拜的真正意义。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

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或无个字）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

灵和诚实拜他。”拜主的人要知道‘神是灵’

的事实。这话的意思是，绝对不能把自然界

的物质，或者用人的手制造的某个形象当神敬

拜。人们容易崇拜能看得见的形象。

  说了‘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做礼拜的时候必备的条件是心灵和诚实。用

心灵拜主，这话的意思是必须用‘灵’拜神。

人是有灵魂的存在。但是因亚当的犯罪，灵就

处于死亡的状态。即使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但灵处于死亡的状态，就不能拜神。必须因

信耶稣基督，藉着圣灵重生。以弗所书2章记

载，“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

来，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

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

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

弗所书 2:1,4,5)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灵，只

要信耶稣基督，就获得新生命。若不是被圣灵

重生的人，就不能拜神。  ‘用诚实拜神’

这话的意思是‘用真理拜神’。真理是指神

的话语，也是耶稣基督。耶稣亲自说：“求你

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

翰福音17:17)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去。”(约翰福音14:6) 得神喜悦的礼拜是，

以圣经为中心的礼拜，也是在耶稣基督里所做

的礼拜。

  简单整理的话，‘用心灵和诚实拜主的意思

是，因信耶稣基督，获得重生的信徒，在圣经

话语和基督里面，藉着圣灵的工作和同在所做

的礼拜。’关于礼拜把人类加以分类，就有不

拜主的人，还有崇拜偶像的人，他们真是最可

怜的人。给无神论者和崇拜偶像的人传福音，

让他们成为拜主的人，这才是最美好的事。帮

助那些不认识礼拜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做礼

拜，这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亲爱的圣徒们，希望各位对‘用心灵和诚实

拜神’的话语，有充分的理解，成为以礼拜为

先的人，懂得礼拜生活所带来的喜乐，并带领

许许多多的人用心灵和诚心做礼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