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与真理消息
第1574号

2018年  7月  15号     恩典与真理教会 大韩民国京畿道安養市萬安區安養路193  電話 : 82-31-443-3731   www.gntc.net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我有了两次过期流产的经历
后，生了健康的宝宝，紧接着又
怀上了第二个小宝宝。感谢神 给
我实现了向往已久的愿望。”

姓名 - 柳承姬

见证

凡事兴盛

  "亲爱的兄弟阿，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约翰三书二节)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小时候我跟着母亲上教会，教会位于偏僻的郊
区，离市中心很远。后来上小学以后，我就没再
去教会了。我无法相信神创造天地的事，正好
那时候又进入青春期，所以母亲和教会老师的关
心， 反而让我觉得是负担，当时我很想自由自在
地生活， 不大乐意受到别人的干涉。上高中以
后，我怎么努力，学习成绩就是提不上去。对成
绩和将来的不安，让我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我
甚至想过自杀。
  恰好那时安山市也建立了恩典与真理教会的圣
殿。在我眼里，那真是又大又美丽的教堂。做献
堂礼拜的时候，母亲让我跟她一起去教会参加礼
拜。一开始我拒绝，可她紧紧抓着我的手，求我
说‘就这一次’，于是勉强跟她去了。原本我没
打算进圣殿做礼拜，可我一进教会门时，有几个
高中生过来跟我打招呼，原来她们是我高中前
辈。虽然跟她们不太熟悉，但他们待我亲切和
睦，欢迎我来教会，之后带我到高等部。
  那天，姐姐们拉着我的手去参加礼拜，听牧师
的讲道。我真是好久没来教会了，那天礼拜时
间，我感受到神的大爱和恩典。我藉着祷告，诚
心悔改自己离开神而生活的罪。因学业忧闷忧伤
的心情，没想到礼拜结束时，以喜乐的心灵赞美
万王之王耶和华。虽然过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主
却没有忘记我，一直在等我回来。从那起，我开
始参加主日礼拜，又在教会学校带着十分的诚意,

  灵魂兴盛的方法是，除了信耶稣基督之外，根
本不需要人类的努力。但是为了凡事兴盛，身体
健壮，人必须得努力。凡事兴盛的意思可以分为
两种。一是，事情进展的如我们计划的一样顺
利。另一个是，因种种原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
行，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但是万事都互相
效力，最后带来好结果。我们从圣经里找一下有
关此事的两种例子。
  第一  首先看一下，事情按计划顺利进行的事
例。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忙着给以撒找一个配偶，
便把为儿子娶妻的事交给了他的老仆人。亚伯拉
罕嘱咐他的仆人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
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仆人就起身往美
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鹤的城。他在那里向神祷
告说，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
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
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

喝，愿那女子就作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
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
完，   不料，有个叫利百加的姑娘走来了。她
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容貌极其俊美。
利百加不但给那仆人水喝，还主动的打水给骆驼
喝。亚伯拉罕的仆人一看这女子很适合做以撒的
妻子，但需要确认以下的几个问题。 1．应该是
未婚女子 2．应该是亚伯拉罕的亲属 3．要取得
那女孩父母的同意 4．女子答应嫁给以撒才行 
5．女子答应跟他去迦南才行。虽然不是容易的事
情，但这是亚伯拉罕的心愿，结果按照亚伯拉罕
仆人的祷告而实现，真是一帆风顺。原来这全是
神的安排，也是神的旨意，不过我们绝不可以放
过这一点。亚伯拉罕和他的仆人对神的信仰十分
深厚，并且又充分的准备、努力、明智处事。
  第二  我们看一下即使看不到希望，努力变成
徒劳、遭遇困境，但最终万事都互相效力的例
子。
  约瑟的一生就是典型的例子。约瑟从小就在父
亲雅各特别疼爱之下长大，他17岁那年做了个很
奇怪的梦，便对哥哥们说了，哥哥们听了越发
恨他、嫉妒他，结果把弟弟卖给下埃及的商人手
里。就这样，约瑟成为埃及王的护卫长波提乏的
仆人，又被人陷害，关在监狱里，后来当上埃及
的宰相。

  当时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雅各就打发儿子
们到埃及卖粮，那时哥哥们才知道埃及宰相就是
约瑟的事实。约瑟见哥哥们惊惶就说：“现在，
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
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约瑟请他父亲和
哥哥们到埃及来生活，居住在歌珊地，当时歌珊
地乃是全埃及最美好肥沃之地。岁月如流，雅各
去世了。约瑟的哥哥们葬了他们的父亲以后就甚
忧愁，因为担心约瑟因过去的事报复他们。约瑟
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
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
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创
世记 50:20,21)“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
马书 8:28) 这话应验在约瑟身上。
  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灵魂兴盛的人，因此可以坦
然无惧地向神祈求凡事兴盛。希望各位勇敢地来
到神面前祈求，愿主成全心中的所有心愿和梦
想。遇到困境和难关的时候，也要向神祈求，愿
主利用眼前的磨难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将带来美
好的结果。而且圣徒们千万不可忘记的是，我们
在世上所做的事并不是就此终结，而是在耶稣基
督的最终审判台前做最后清算的事实。

专心地做礼拜，及学习圣经。在此过程中，我意
识到我存在的理由和目的都在于神。
  主时时刻刻赐福给我，祂安排了许多好人助我
走出人生的黑暗境地，迎来山头斜照的光明。我
高中毕业后，信心动摇，烦恼重重的时候，主让
我在单位认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通过这位姐姐
的帮助，我有了对得救的确信。况且，我是一个
性格内向，胆小害羞，不善于交朋友，所以不敢
参加青年部的聚会和活动。那时，主让我遇到
凡事活跃积极的青年区域长，通过她的帮助我的
性格大大改变了。就这样，我热心参加青年区域
礼拜和聚会，在主里面与其他青年们交往，高高
兴兴地过着信仰生活。神爱我，通过各种试练和
考验坚固我的信心，并心甘情愿的为主服侍、献
身。在青年部主又赐给我职分，使我更加热心的
参加祷告会和各种聚会。我蒙神的恩典，有了如
此惊人般的变化。
  我祷告求主为我预备一位理想的婚姻伴侣，但
直到三十九岁，我经历反反复复的希望与失望，
始终没有找到如意的对象。后来，通过一位长
老的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我们虽然在同一
个教会做礼拜，但从未见过。我第一次见他的
时候，总感觉好像在哪见过呢，仔细一想，原来
我们在三年前见过一次面。当时通过一位按手执
事的介绍，我们见了面，但我们彼此都感觉不合
适，再没有联系，真是万万没想到这回又见到他
了，我觉得又神奇又不好意思。我们俩偷偷的交
往，后来教会学校的一位老师想给我介绍一个青
年，没想到那个青年又是他。那年十二月，靠神
的恩典，在众人的祝福下我们举行了婚礼。
  我结婚比较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怀孕
生小孩，于是把工作辞了。第二年春天，我终于
怀孕了。但好景不长，突然听不到肚子里宝宝
的心跳声，结果做了过期流产手术。我心里好难
受，眼泪忍不住就哗哗地流了下来。要做手术
的那天，我请传道士为我祷告。之后，我又怀孕
了，这一次也做了过期流产手术。我打起精神，

鼓起勇气向神恳切祷告，愿主赐给健康的宝宝，
之后把一切交托耶和华。牧师讲道的时候说，神
是大有能力的，祂不仅能做任何我们想要做求的
事，也能做得超过我们想要做的任何事，而且也
能做超乎我们想象的任何事。听了这话以后，我
大受感动，我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放弃期待和
希望。
  2016年，在新年祝福盛会中，我们夫妻俩以恳
切的心祷告神，求主让我们夫妻带着宝宝参加今
年的送旧迎新礼拜。我到妇产科接受治疗，同时
不住的向神祷告。后来，我终于自然怀孕了，心
中充满感激之情，别提有多感谢了，哈利路亚！
为了预防流产，按照医生的建议来生活，在神的
帮助下，我安然度过怀孕初期的危险期。直到临
盆，我和老公在周五礼拜的唱诗班里服侍。靠神
的恩典，我们终于实现愿望了。
  感谢的是，我没做剖腹产，而自然分娩顺利地
生出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身体恢复得也很快，
每次我给宝宝喂奶时，就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
现在孩子已经有18个月了，她在主的爱中健康成
长。感谢神赐给我孩子，在孕育过程中，主不断
地以慈爱和诚实引领我，并无微不至的照顾我
们，我不得不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不但如此，今年年初我写祷告题目时，突然很想
再要一个孩子，于是迫切地向神祷告。没想到，
神又应允我的祷告，赐给我小宝宝。
  神的恩典极其丰盛，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充充足
足的临到我们这信祂的人了。神的恩典如此丰
盛，千言万语都说不尽。感谢主，让我借此机会
能表达对主的爱和感谢。由于怀孕和分娩我暂时
停止教会服侍。我在心中描绘着一副图画，在不
久的将来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围在一起做家庭礼
拜，赞美神、祷告神的情景，还后孩子们长大了
也诚心诚意地事奉神，在教会学校服侍的情景。
我单单仰望神，求祢大能的手来环绕孩子，让孩
子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感谢神！愿把所有的
荣耀归于我神！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诗篇 37篇 1节 – 9节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
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
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
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
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
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
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
止住怒气，离弃忿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
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华
的，必承受地土。 

应该如何应对作恶的人和行不义的人

* 本教会给中国亲戚朋友传送恩典与真理教会
的传道纸(中, 韩版)。有意者请留下地址，电子
信箱，或联系电话。 

联系处：安养中国宣教会
邮件地址：china@gntc.net

韩国：82-31-446-5831 

需要恩典与真理教会
传道纸的人请联络！

供的智慧和力量行善，这就是依靠耶和华而行

善的态度。见到作恶的人和行不义的人时，请

不要退缩，反而依靠耶和华积极的行善。

  2。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信实是神的属性之一。要是相信并听从神的

话语，就能够品尝到神的信实。说了，以神的

信实为粮。默想神的话语，认定神的话语，相

信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以神的信

实为粮的态度。

  3。要以耶和华为乐。

“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

你。”(诗篇 37:4) 这话的意思是，神叫我们

知道祂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然后享受这一切。

我们藉着神的话语和圣灵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

们的事，所以必须把它当自己的享受。现在，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内容和方法。

  1。神开恩赐给我们的有，神对罪人拯救的

爱。我们应当享受此爱。

  使徒约翰记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

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约翰福音 3:16) 神的爱是超乎常

情范围的，所以是不能测度的。主的爱宽阔无

边，遍及普世，主爱世界的人。主的爱无限

‘长’，永不止息，永恒不变的，任何时代的

人也都能感受到主的爱。神的爱高过诸山，越

过山岭，不管是有地位的人，还是尊贵的人都

能感受到主的爱。基督的爱最深，难以侧度，

不管是卑贱的人，还是深深地陷入了不可自拔

的泥潭也都能感受到主的爱实在。因那极大的

爱我们从罪中得释放，从撒但的权势中被释放

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成为神的儿女。神希

望人人都享受神的爱。

  2。神开恩赐给我们的有神的权柄。我们应

当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权柄。

  圣经记载积极享受神的权柄的许多人。摩西

年纪80岁的时候，手里只拿着一个拐杖，却到

埃及王面前理直气壮地说：“容耶和华的百姓

去，好事奉耶和华。”法老听了觉得很可笑，

便当耳边风。摩西并不害怕法老的权势和能

力，因为他知道至高神的权柄。他凭着信心和

顺从享受神显现的权柄。摩西按照神的指示宣

布十灾，那十场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人身上，

他们终于被屈服了。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

后来他们到达红海面前。那时，他们走投无路

了，只好在那里安营。法老得知情报后变心，

就带着马兵立即去追赶。以色列百姓进退两

难，陷入绝望，不过摩西却相信神一定为他们

彰显权柄与能力的事实。摩西按照神的指示向

海伸杖，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

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法

老的兵丁也随着下去追赶他们，结果都被淹死

了。摩西引导以色列百姓走旷野的时候，一遇

到困难，就祈求神为他彰显权柄与能力，这样

问题得以解决了。摩西积极祈求神开恩所赐的

权柄，同时又享受神的权柄。

  3。神开恩赐给我们的有神的应许。我们应

当享受神的应许。

  约书亚占领迦南地以后，开始给百姓们分配

土地，那时迦勒对约书亚说了这样的话。“耶

和华在加低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

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

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

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

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

这四十五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

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

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争战，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

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

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

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

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祝福，

将希伯仑给他为业。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

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但是希伯仑作了

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

华以色列的神。迦勒年纪85岁，但是紧抓住神

的应许占领希伯仑，那地就成为迦勒的产业。

  希望各位圣徒们一定要记住，圣经所记载的

神的应许是赐给我们的。‘以耶和华为乐’，

这话的意思是让你因耶和华喜乐。‘以耶和

华为乐’，这话中又包含着这样的意思；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后，要享受这一切。神的

爱，神的权柄，神的应许，这都是神开恩赐给

我们的。

  4。说了，凡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

成全。”(诗篇 37:5) 要是把一切交托耶和

华，心里就有平安。藉着祷告，把一切交托给

神，神就必成全。

  5。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这话的意思是，请不

要在神面前说不恰当的话，及没有信心的话。

‘耐性等候他’，这不是让你绝望并放弃的意

思，而是仰望神，耐心等候神。

  今天本文记载圣徒们要凭着信心正确的理

解，并克服作恶的人和行不义之人的兴旺、亨

通。请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

的，心怀不平，因为这是消极的对应措施。请

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我们应当止住

怒气，离弃忿怒，因为圣洁的怒气才是合乎神

的怒气。我们应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以他的

信实为粮，要以耶和华为乐，又将一切的事交

托耶和华，并倚靠他，并且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这都是积极的的应对措施。希望

各位实施这些守则，这样神使你的公义，如光

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我们在生活中常能看到恶人兴旺，行不义的

人亨通。当看到不敬畏神的人和那恶谋成就

的，就容易陷入怀疑之中，或者信心动摇，跌

倒。诗篇37篇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凭着信心应

对，邪恶、不义、充满矛盾的人生。今天呢，

我们看一下诗篇37篇所教导的与信仰有关的观

点和应对措施。 

  首先，看一下消极的应对措施。 

  1。说了，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

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

平。

  在这里说的‘不要心怀不平’的意思是，不

是禁止因那些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而是不要因

作恶的人实现计划了，就向神发怨言。当我们

因作恶的人，遇到困难、遭受痛苦，就容易向

神问，‘主，为何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呢？’圣

徒们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更不应该这样想。

  2。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行不义的人兴旺、亨通，这实在不是值得羡

慕的事。反而要可怜他们，感到惋惜，因为他

们会继续行不义。神的时间到了，神必定对他

们行的不义之事进行审判。

  3。当止住怒气，离弃忿怒。

  人一旦愤怒，就因精神上的混乱做出的决

定，往往是不明智和错误的。雅各书1章 20节

记载：“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只是圣洁的怒气是合乎神心意的怒气。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积极的应对措施。

  1。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依靠神的意思是，依赖和信任。依靠神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