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与真理消息
第1579号

2018年  8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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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使我的娘家人和婆家
人得到神的救恩，又赐给我区域
长职分一起肩负把福音传遍天下
的责任。”

姓名 - 金春花

见证

妨碍健康和医治的心中的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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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节 ）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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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 1:8,9)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传道，便开始

信耶稣。当时我哥哥也信耶稣，我就跟着他去教会

做礼拜。教会离我们家不近，有20多里地。虽然路

比较远，可我牵着哥哥的手去教会，觉得一点也不

累。我在教会听讲道、学圣经、唱赞美诗的时候，

感到特别幸福。

  就这样过了一年，可后来由于父母热衷于敬拜

偶像，再加上我还要帮妈妈做家务事，便不去教

会了。悠悠岁月，我18岁的那年，我们村里也终于

有了教会。我参加复兴会以后，才明白灵魂得重生

的理由，以及人一定要信耶稣的理由，之后便开始

认真过着信仰生活。父亲非常迷信，他知道了哥哥

去教会的事，就拿棍子打，阻止哥哥去教会，可我

们满不在乎的唱着赞美诗去教会。领受圣灵洗礼以

后，我更加认真过着事奉神的生活。

  每天晚上，我感谢拯救我的神，并以恳切的态度

为父母的灵魂得救而祷告，我非常希望全家人的名

字都被记在天上的生名册上。‘当信主耶稣，你

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 16:31)阿们！

感谢神，应允我的祷告，拯救了我父母的灵魂。我

给父母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每次都拒绝，就是不肯

接受，但是明白了敬拜偶像是愚蠢的，毫无意义的

事，就接受耶稣为救主。哈利路亚! 

  玛拉基书第4章2节记载：“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

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原文作翅膀）

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

耶稣基督让敬畏耶和华的人得着医治的光照，使他

们的灵魂、身体健康。但如果窗户是关着的，又拉

上厚厚的窗帘，光线就照不进来的。所以我们心中

的窗口，绝不可以被厚厚的窗帘遮挡住。

  第一 千万不能让憎恶的幔子遮住我们心中的窗户。

  要想消除憎恶的心，就得原谅对方。耶稣给教会

和圣徒立了饶恕的原则。(马太福音 18:15-

17, 路加福音 17:3) 给教会和自己带来危害的人，

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

决，但是要消除憎恶的情绪。有一种方法可以清除

憎恶的心，那就是怜悯对方。

  第二 千万不能让猜忌和嫉妒的幔子遮住我们心中

的窗户。

  以色列的最初王扫罗对大卫产生强烈的嫉妒心，

很可惜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嫉妒心，结果他该享受

的荣耀却变成耻辱。要消除嫉妒心，就应该好好想

一想在基督耶稣里所得到的福。如果你觉得人生中

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就是在神面前按诚实行

事，又作神眼中所看为善的，就不会拿自己和别人

进行比较，而产生自卑感。

  第三 千万不能让愤怒的幔子遮住我们心中的窗户。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

和他的供物。该隐一看神没有看中自己的供物，就

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神当面申斥该隐，叫他悔

改。但是该隐不听神的警戒，不肯悔改，反而杀了

弟弟亚伯。该隐没有消除心中的愤怒，便成为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不轻易发怒，愤怒的情绪就

会有所缓解，我们不应该长期处于愤怒的状态。 

  第四 千万不能让忧虑和忧伤的幔子遮住我们心中

的窗户。

  我们应当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彼得前书5:7, 

腓立比书4:6,7) 要是心中充满忧虑和忧伤，心情就

处于低迷状态。情绪低迷便造成免疫力下降，抵抗

病菌的能力也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

灵，使骨枯干。”(箴言 17:22)

  第五 千万不能让悲伤的幔子遮住我们心中的窗户。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生离死别，即便如此圣徒

们只要存着对天国和复活的盼望，不管遇到什么

事，都不会深深陷入悲伤之中。并且圣徒们遇到悲

伤的事时，又能得到保慧师圣灵的安慰。当你面对

悲伤的时候，就大声读一读神赐给我们的应许。然

后，祈求圣灵的安慰，尽快消除心中的悲伤。

  第六 千万不能让恐惧的幔子遮住我们心中的窗户。

  如果相信全能的神与我们同在，及帮助我们的事

实，就能够消除内心的恐惧。圣徒们心里产生恐惧

感的时候，请背诵神通过以赛亚先知所赐给我们的

话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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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憎恶、嫉妒、愤怒、忧虑、悲伤、恐惧，就像厚

厚的幔子阻挡采光和通风一样，不能让我们的心灵

变得洁净、明亮，以及见到灿烂的光。正如我们所

了解的一样，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消极

情绪，将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的事实。并且

又告诉我们医治我们身心的方法，以及让心灵充满

阳光的方法。

  我24岁时通过媒人的介绍结婚，我老公是长子，

所以婚后跟婆婆住在一起。我结婚后才发现，原来

我公公婆婆特别迷信，动不动就算卦，比我娘家人

还严重。我老公自小体弱，小病不断，婆家的人经

常在家里烧香祭拜土地神。结婚初期，我不敢对公

婆说我是基督徒，只是每天晚上流泪向神祷告。

  有一天，平时身体健康的公公突然病倒了，到医

院做检查也查不出原因和病名。婆婆就请巫婆跳大

神，花了好多钱，但没有任何效果。这下可好，婆

婆又听从邻居们的劝告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

以为这样就能治好公公的病。我劝她放弃迷信，阻

止敬拜偶像的行为，可她把我的劝告当耳边风，就

是不肯去教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以恳切的心

向神祷告。为了拯救婆家人的灵魂，为了自由自在

的事奉神和参加礼拜，我单单仰望主，祈求主的帮

助。我小叔子的婚期到了，我祷告神，求主让小叔

子找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好让我们一起事奉神，

齐心协力，给婆家的人传福音。

  神奇的是，小叔子竟然与教会长老的女儿结婚

了。这真是主的恩典。那段期间，我公公的身体

还没有恢复好，我和妯娌竭力劝说公公，让他信耶

稣，和我们一起去教会。公公听了深深叹了一口

气，想了一会儿，便说：“好吧，我答应和你们一

起去教会。” 我和妯娌喜出望外的跳起来了。我向

妯娌的父母求助，他们听了也很高兴，就带着我公

公去教会。

  我公公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主以后，没过多长时

间，身体完全好了。没有病名的疾病，竟然藉着神

的大能，彻底康复了，真是不可思议。后来，老公

的祖母和婆婆也开始去了教会，就这样我自由自在

的事奉神，随时都可以去教会了，哈利路亚！

  老公要搞自己的事业，我们就从婆家搬出来住

了。我们打算要开一家餐厅，在华城市买了一块

地，盖了一层楼。想在华城市办理餐饮营业执照，

就必须在那城市里居住五年以上。我们搬家以后，

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正为此事祷告的时

候，恩典与真理教会的一位劝事和首区域长给我们

传了福音。我们盖的楼离市中心比较远，周围住宅

也不多，但她们居然跑到这里来传福音，真是令人

佩服，他们爱灵魂的心实在让人感动。 

  通过首区域长的帮助，我第一次参加了周三礼

拜。我在听堂会长赵牧师的讲道时，蒙受主极大

的恩典，瞬间感动的泪水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

‘啊，这儿就是我要找的教会，我要去的教会！’

我回家以后，跟老公说了此事，然后星期天和老公

一起到教会做礼拜，决定出席恩典与真理教会。刚

开始，我老公只参加主日礼拜，可后来又参加周三

礼拜和区域礼拜，在灵性上有所长进和提升。

  老公是典型的体弱多病，他在青年时期接受了肾

脏摘除手术，从几年前开始因糖尿病和心脏疾病一

直服药。去年夏天，他走路稍快就觉得心闷，喘不

过气，就去医院看病，医生说他心脏功能出现问

题，需要马上做手术。年老的婆婆十分担心儿子做

手术时出什么问题，我老公也觉得害怕，面对做手

术犹豫不决。

  他每次去教会的时候，就接受牧师的按手祷告，

还有传道士和区域里的圣徒们也同心合一的为我老

公迫切祷告。后来，老公鼓起勇气，依靠神的帮

助，做了手术。老公得到主的平安，用轻松的心态

去面对手术，结果在神的恩典之下手术进行得很顺

利。他走路的时候，常常说感谢神。

  娘家人和老公的外祖母，还有公公因信耶稣得

救，他们都进了天国。小时候，牵着我的小手，

带我去教会的哥哥，已被任命为长老，在热心服侍

教会和圣徒。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应允我的祈

求，使我娘家人和婆家人得到主的救恩。往后，我

要忠于神所赐的神圣职责，成为主忠诚的仆人。我

要效法劝事和首区域长，还有区域长的榜样，去爱

主、爱教会。直到主耶稣再临为止，我们当预备好

自己，不管得时不得时，都要随时随地摆上，努力

去传福音，一起肩负把福音传遍天下的责任。愿一

切荣耀归于我们的造物主神!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以赛亚书 53章 4节，5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
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
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
伤我们得医治。

为得到神的医治而祷告的七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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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1）犹大王希西家得重病，快要死了，他为

病得医治向神祷告，那时神医治了他的病。

  2）神藉着先知以利亚治好了亚兰国乃曼大

将军的麻风病。

 

  第三个理由是，耶稣在三年半的传道生
活中，处处向人显示了祂的医治大能。

  看新约圣经福音书就知道，主耶稣救治的

病人,更是多的不可胜数，真是令人惊叹不

己。耶稣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医治病人的事

上。为了病得医治来找耶稣的人当中，没

有一个人被赶走，或遭受冷落。无认何人

来寻找耶稣都得到了医治，有时主又亲自按

手给他们治病。“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

的，不论害什麽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

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路加

福音 4:40)“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

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

症。”(马太福音 9:35)

  第四个理由是，我们的病得医治包含在
耶稣的救赎恩典之内。 

  耶稣基督受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

替我们所受的苦和死亡。以赛亚先知预言：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

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

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

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 

53:4,5) 耶稣戴上荆棘冠冕，受鞭伤，被

钉在十字架上，这都是为了赎我们的过犯

和罪孽。不但如此，主诚然担当我们的忧

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鞭伤，我

们得医治。

  耶稣的门徒马太和彼得受了圣灵的感动，

他们这样记载；“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

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

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

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

太福音 8:16,17)，“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

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

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

治。”(彼得前书 2:24)

 

  第五个理由是，耶稣命令门徒和信徒们
施行医治。

  耶稣吩咐门徒们去传福音，说：“随走随

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复活的耶稣

升天之前，对门徒们这样吩咐，说；“你们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

作凡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

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

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

就必好了。”(马可福音 16:15-18) 

  并且马可福音用下面的记载作了结论；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

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

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

的道。阿们！”(马可福音 16:19,20) 门徒

们顺从耶稣的话语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

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第六个理由是，圣经记载‘你们要彼此
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使徒雅各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这样记载：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

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

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

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

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

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的。” (雅各书 5:14-16) 说了‘义人祈祷

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这里说的

‘义人’是指信耶稣基督的人。

  罗马书3章记载：“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

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在今时显

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

稣的人为义。”(罗马书 3:23,24,26) 神藉

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宣布‘称信耶稣的人为

义’，这是通过极大的牺牲而来的。所以信

耶稣的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有了跟以前完全

不同的身份。

  希伯来书10章 38节记载：“只是义人必

因信得生。（义人有古卷作我的义人）他若

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神指着信主耶

稣的人称为义人。说了‘义人祈祷所发的力

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可以为病得医治

大胆的向神祈求。

  第七个理由是，为身上的疾病祷告时，
病得到神的医治，就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1) 病得医治的圣徒在属灵之事上有长进。

  2) 感谢主，把一切荣耀归于神。

  3）向不信耶稣的人，见证主耶稣在自己身

上的奇妙作为，这对传福音有很大的帮助。

  4）用健康的身体竭力多做主工。

  亲爱的圣徒们，希望各位把以上的为病得

医治祷告的七大理由铭记在心里，并更加迫

切的祷告，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的医治。

  ‘神的医治’这话是在教会常用的，意思

是藉着神的能力病得医治。为病得医治而祷

告时，即使得不到神的应允，也不可以停止

祷告，应当不住的为得到神的医治而祷告。

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为得到神的医治而

恳求，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主一定让那些

相信神的应许，及遵行神的命令的人，在神

的时间里有最好的安排和美意。圣徒们为病

得医治祷告是有原因的，今天，我们一起看

一看圣徒们为医治祷告的七大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病人为得到神的医治而
祷告，这是很正常的事。

  身心遭受痛苦，及不便的时候，谁都希望

立即摆脱这一切。若不是这样，就是受过克

己训练的人，或者以受苦来修行的人。即使

是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喜欢遭受疾病的痛

苦。神的爱和能力是无限的。其实有爱心，

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每一个父母都很爱自

己的孩子，但却没有能力给自己的孩子解决

所有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需要的是能力

的。全能的神有无限的爱和能力。事奉这样

的神的人，应当祈求神的医治，这是理所当

然的事，也是很自然的事。

  第二个理由是，神亲自说过，帮助人类
预防疾病，及医治疾病。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书

珥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

他们发现了水，可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

苦。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

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

颗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

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

试验他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

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戒

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

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

你的。”(出埃及记 15:26) 神指着自己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