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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耶和华是医治的神，神赐给我
得医治的信心，并治好了我的
病。”

姓名 - 金㤗胜

见证

优先顺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

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父母是天主教信徒，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在天主

圣堂接受领洗。后来，我当了小学老师，在自己的

岗位上兢兢业业，但并没有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

主。我妻子是基督徒。我开始去教会，这完全是

靠妻子的恳切祷告，及恳切耐心地劝告。我答应妻

子只去一年教会。星期天若没有什么事，就与妻子

一起去教会，当时我只参加主日礼拜。有一次，我

参加周五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听了见证以后深受感

动，便决定往后认真过信仰生活。为了拥有更加坚

固的信心，放假时，我参加禁食圣会，蒙受神极大

的恩典。我通常马马虎虎的祷告，可在那一刻以恳

切的心向神祷告。

  有时和那些做事业的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

产生自卑感，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我虽然投身于教

育工作，但是在工作中感受不到乐趣，也没有什么

梦想，心里总想着辞掉这份工作。后来，便决定离

开教育战线，打算做一番事业，于是开始向神祷

告。当时，我在教会看到那些热心服侍的区域长，

就感到很惭愧。之后，1981年6月3日，我被任命为

区域长。我当区域长以后，开始阅读圣经，积极去

传福音，帮助造就灵命尚未成熟的信徒。

  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做完礼拜回家的路上，看见

橘黄色的一家商店，却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回

家以后一直在脑海里浮现。我觉得好奇怪，那天晚

上就过去看了看，原来是一家专卖橱柜的商店，当

时卖橱柜的商店并不多。

  我开始出席教会，做十一奉献。“万军之耶和华

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

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

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

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蝗虫原文作吞噬者），

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

  选择某一种事物和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拥有的信仰
和哲学起很大作用。在这里说的哲学是指，世界观和
人生观等。选择事物，处理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优先顺序。今天呢，我们看一下人必须放在首位的是
什么。
  第一 别让自己的理性优先于神的启示。 
  理性是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
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可我们不该陷
入理性主义和理性第一主义之中。世上有很多用人的
理性无法理解的事，及做到的事。神把理性赐给人
类，同时又赐给极大的恩典，乃是神的启示。神的启
示都记在圣经里。启示和理性不是一个档次，启示高
于理性，所以我们无法靠自己的理性完全理解神启示

的道。只依靠理性就无法理解救赎的恩典与真理。用
人的理性无法理解耶稣的再临、圣徒的携举和复活、
以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启示。
  有些人总想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解释神的启示，所
以把圣经看为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等，并
把用科学无法证明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定为神话故
事。非圣经神学思潮侵蚀教会，毁谤人们拥有圣经所
说的正确信仰。神的启示优先于理性的人，即使无法
理解神启示的道也相信，即使无法理解也去遵行。
  第二 别让财物优先于信仰。
  人们都想拥有更多的财物，这是很正常的。不过我
们要注意的是，不该陷入物质万能主义和物质至上主
义。事奉神的信仰应该优先于财物。要是这样的排列
顺序变了，富裕就不是幸福，而是诅咒。亚伯拉罕把
信仰放在首位，而没有选择财物，相反罗得重视财
物，却没有把信仰放在首位。神用硫磺火焚烧所多玛
蛾摩拉城的时候，罗得失去一切财产，他的妻子因贪
恋钱财，就变成一根盐柱。
  有时不信耶稣的父母，或者妻子和丈夫蛮横无理的
要求，让我们选择父母还是耶稣，丈夫还是耶稣，二
者必取其一。这根本不是二者取其一的问题，因为人

与神是无法比较的。非基督徒当中有些人一看到基督
徒，就无缘无故的憎恨他们、逼迫他们。真正的基督
徒绝对不会因他们的逼迫而屈服的，因为我们清清楚
楚地知道人应该把什么放在首位。我们知道生命没有
比信仰重要，信仰在他们的生活里排第一。 
  第三 不能让人的想法和面前的情况优先于神的旨意。
  民主主义的定义是少数服从多数。把多数的意见放
在首要的位置上，但是多数的意见并不一定都是对
的。圣徒们尊重多数的意见，但必须得先问神的旨
意。不管面前的情况，或多数的主张和意见如何，一
定要遵行神的旨意。以色列百姓见埃及王带着马兵追
来了，就惊慌失措，大声哭号，并向神和摩西发怨
言，但是摩西却没有被他们压倒。摩西向神祷告，终于
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按照神的旨意去遵行。摩西没有
把多数人的想法放在首位，而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 
  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在于优先次序。耶稣说：“你们要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

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我做

十一奉献的时候，边读圣经玛拉基书三章，边恳切

祷告。

  那时，果川建筑很多楼房，我发现墙面的裱糊工

程，还有照明装置和橱柜住户去亲自施工。我这才

明白了无意中看到的橱柜店，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

的理由，原来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于是我一边向神

祷告，一边付诸实践。

  为了开店，多方打听，但是我犹豫不决，因为权

利金和店铺租金太贵了，根本不合算。我为此事正

烦恼的时候，通过熟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人，这个

人原打算盖不动产办公室，购买很多板子，他建议

让我购买这些材料，盖一个临时店铺。当时支付土

地补偿费，又有京畿道果川办事处管理的一片空

地。正好那时，我又认识了打算开灯具店的一位年

轻人，我们商量好了就决定合伙开店铺。当时我们

俩是初次见面，可他这么信任我，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共同投资开店铺，然后到总公司签了包销合

同，进行事业注册。货都进了，由妻子来打理店

铺，又雇用一名员工。

  我妻子也没有做生意经验，因此在不断试错中积

累经验。第二年，照明灯饰店生意不太好，他建议

让我收购商店。我们商量之后，照他的意思，只付

了木材的钱。

  过了几个月以后，公寓装修几乎完毕，那时开房

产中介店一个人看我们生意不好，建议把这店铺卖

给他，价格是六百万。在1980年代，六百万韩币不

是小数目。后来听说注册营业执照的个体商户，给

予一定的营业补偿，于是我拿着过去的业绩记录和

一些资料去申请，没想到拿到了很多补偿金。我获

得一笔赔偿金，真是喜出望外，但是更感谢的是借

此机会实现了做十一奉献的愿望。

  卖了店铺以后，我才明白教师的职业是可贵的，

因此以教职为天职，认真工作，后来晋升为校长。

退休以后，回顾过去，感谢赞美主宰管理我们的一

切，并作随时的帮助。我在教会担当重要的职分，

更加努力过着信仰生活。

  2014年，我与其他圣徒们爬山的时候，感觉身体

跟往常不一样，感觉脚步沉重，闷热感让人呼吸困

难。当时，我没怎么在意，以为年纪大了身体大大

不如从前。第二年，我到医院接受健康保险工团实

施的健康检查。医院打电话告诉我检查结果，说我

贫血严重，需要到血液内科重新做检查。我约定时

间去医院做全面抽血检查，然后按照医生的指示住

院接受骨髓检查。做骨髓检查真的很辛苦，抽完骨

髓后为了止血在床上一动不动的躺了好个小时。

  检查结果是多发性骨髓瘤之前的阶段，就是血

癌，需要做抗癌治疗。当时，我输了两次血，可身

体却没有恢复正常。医生说我不多日就会发展为多

发性骨髓瘤，需要尽快向健康保险工团申请，这样

院方就退回检查费和医疗费。我在网上查询了对于

医治多发性骨髓瘤很有权威的大夫，跟那个大夫说

了我的一切过程和详细情况。之后，复印病历资料

拿给他看，大夫看了说我年纪太大，不适合采用他

的治疗方法，就给我介绍另一位大夫。我在那家医

院也做了血液和骨髓检查，这是2015年7月份的事

情。

  我按照大夫的指示过20天以后重新做了检查，大

夫说按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必做抗癌治疗，不过需

要每月做血液检查。从那起，每次检查的结果、数

值、日期，我都记在笔记本上。我拿着笔记本去找

堂会长牧师，牧师恳切的为我祷告。祷告之后，牧

师让我背诵有关医治的圣经话语，又说只要有病得

医治的信心，就能得痊愈。

  我回家以后，和我的妻子每天早上和晚上读圣

经，每次读六章以后祷告，并把有关医治的经文写

在笔记本上，看了又看。我记性不好，背圣经确实

是很难，可有了每天读圣经和祷告的习惯。过几天

后师母给了我两张有关医治的圣经话语。我把它放

在兜里，一有时间就拿着看，然后不住地祷告。就

这样，我对神的医治有了更深广的理解，产生了更

坚实的信心。我半个月或一个月检查一次血, 没有

做其他治疗，但身体逐渐恢复，到12月份竟然完全

恢复正常。哈利路亚！

  之后，我每三个月做一次定期检查，现在隔六个

月去做检查。因身体不好，就停止一切服侍，可现

在身体状况终于恢复了，我就开始参加教会服侍活

动。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感谢神医治我的病。感

谢赞美神 赐给我们应许和话语，并让我们经历神丰

盛的恩典，更亲密地认识神。“可见信道是从听道

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 10:17)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罗马书 8章 35节 – 37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
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肌饿吗？是赤身
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
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馀了。

成为我们信仰的四个支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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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

意。”(罗马书 12:1,2) 直到罗马书11章为止，

讲了藉着神的恩典而得到的救恩。‘所以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

的。’我们藉着神的恩典而得救，所以不要效法

这世界。  以弗所书5章8节和9节记载，“从前

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

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

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从前我们是暗昧的，

但是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成为光

明的子女。‘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

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

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这是主给我们的命

令。希望各位圣徒们要这样想、说、行动。‘我

已经成为义人’，所以竭力多做主工；‘我已经

成为光明的子女’，所以行事为人公义，圣洁，

诚实。

  第三是‘即或不然’。

  三位希伯来青年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在

这一方面给信徒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尼布甲尼

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六十肘，宽六肘，立在巴

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和各

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

开光之礼。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有令传与

你们，你们一听见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

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

时扔在烈火的窑中。”除了沙得拉、米煞、亚伯

尼歌之外，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

像。尼布甲尼撒王知道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

没有俯伏敬拜金像，就冲冲大怒，立即吩咐人把

他们三个人带过来。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

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你们不事奉我的神，也

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

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

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

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得拉，米煞，亚伯

尼歌理直气壮地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

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事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即或不然，王

阿，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

所立的金像。”(但以理书 3:13-18)

  哈巴谷先知也给我们阐明了‘即或不然’的信

仰。哈巴谷书第三章这样记载：“虽然无花果树

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

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

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

书 3:17,18) 这真是又惊人，又美好的信仰表

现。

  第四是‘然而’。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危

险。但是圣徒们能够勇敢去面对，那是因为主与

圣徒们同在，这就是圣徒们说‘然而’的原因。

  看大卫的一生，就知道当他一遇到困难，就依

靠神、仰望神，拥有了能说‘然而’的信仰。大

卫与歌利亚交战时，他的勇猛出于依靠神而说的

‘然而’。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

说：“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

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作你

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作我

们的仆人，服事我们。”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

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就在那

时，大卫征得扫罗王的同意，手中拿杖和甩石的

机弦，并从溪中挑选的五块光滑的石子，向着歌

利亚走去。

  歌利亚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大卫回答

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

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

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

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

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

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

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

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急

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然后用机弦将石

子击中歌利亚的额，歌利亚就仆倒，面伏于地。

大卫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与歌利亚争战，所以

在歌利亚的威胁和逼迫之下，也理直气壮地说了

‘然而’。

  各位圣徒们因面前的问题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

软弱时，一定要仰望神。希望圣徒们靠着神的能

力和爱说出‘然而’，然后勇敢的去面对。

  我们一生来就是罪人，是不义的人，丑恶的

人。‘尽管如此’，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

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

当像得救的人，神的儿女，圣徒，义人，结出良

善、公义、诚实的果子来。即使没有如愿以偿，

我们也不必抱怨，或者垂头丧气，要相信神为我

们所预备的最终胜利和荣耀。希望各位像三位希

伯来青年一样，说‘即或不然’。也要像哈巴谷

先知一样说‘虽然’，同时保持赞美歌颂的态

度。在人生路上本来就少不了困难和患难，当四

面受敌时，请仰望神，依靠主，然后说‘然而’

神与我同在，绝对不会离弃我。‘然而’神用无

限的智慧和能力帮助我，‘然而’神爱我。希望

各位圣徒们在生活中多多经历，使我们转败为胜

的神的恩典。

  要建造安全的房屋，就需要坚固的柱子，横

梁，上梁，檩子，椽木，房顶，壁体。其中最重

要的是柱子，没有柱子，就不能建房子的。一栋

房子如果没有坚固的支柱，即使看起来很壮观，

居住其中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信仰也有起到

支柱作用的。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信仰，就得具

备以下的四大要素，就像一座房子需要四个支柱

支撑一样。有几个单词很适合解释这样的要素，

它们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信仰核心。

  第一是‘尽管如此’。  

  罗马书第三章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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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3:23,24) 

这一段话表现了人类的两种悲剧。其中的一个

是，世人都犯了罪。另一个是，罪人亏缺了神的

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这话是说明人死了之后

不能进天国，将受地狱的刑罚。对于这可怜的人

生，神施与恩典。‘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

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

来到这世界，耶稣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

十字架上。因此，无论谁只要信基督耶稣，就罪

得赦免，得称为义。这就是基督耶稣里的救赎，

是神的恩典。

  所以这样的恩典是‘尽管如此’的恩典。尽管

我们有很多罪，但只要信基督耶稣，就能得救。

尽管我们犯过很多很多的错误 ，但只要信基督

耶稣就能称义。尽管我们丑恶，但只要信基督耶

稣，就能获得永生。尽管我们有很多瑕疵，但只

要信基督耶稣，就能进天国。‘尽管如此’，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第二是‘所以’。

  罗马书第12章记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

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

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