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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我凭着信心为神的荣耀恳求
时，神应允我的祷告。”

姓名 - 盐尚先

见证

绝对的判断标准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荣耀神

而行。" (哥林多前书 10:31)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在军队服役时，从军队牧师那里听到了福音，当时

我是军官。牧师祝福我，希望我信耶稣基督，敬畏神，

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而且通过神所赐的能力和

智慧带领中队。退伍以后，周围也有不少人给我传过福

音，可我根本听不进去，对福音漠不关心，因为当时我

以为耶稣是四大圣人之一。

  后来，我与信耶稣的女孩结婚。其实我们家没有信耶

稣的人，是神把妻子安排到我家里来的。妻子在教会学

校服侍，她每天都参加凌晨祷告会和周五祷告会，为家

庭福音化迫切祷告。妻子对我说，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和

我一起去教会做礼拜，我没办法只好勉强答应。虽然我

跟着妻子偶尔去一次教会，但总是心不在焉。

  一个下雨天，我打着伞在家附近散步时，突然电闪雷

鸣，雷雨大作，眼前一亮，我就倒在地上晕过去了。那

是僻静的小路，很少有人来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

醒过来一看，浑身湿淋淋的，雨伞被打破了，都无法辨

认形体。

  有过此事以后，那年12月31日，妻子去了教会，我一

个人孤苦伶仃的躺在床上， 回首过去这一年的岁月。那

时，我看见放在衣柜上面的圣经，没想到圣经突然发出

了奇异的亮光。（那本圣经是妻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她希望我精读圣经，用心学习圣经话语，将来成为教会

执事，按手执事，长老。我不愿意看圣经，便扔在衣柜

上面。）

  我猛地站起来，把圣经上面的灰尘擦干净了，便拿着

圣经往教会跑去。以前我不好意思拒绝妻子，只是勉强

跟着她去教会，可现在我是自愿的，那时主打开我的灵

眼，竟然看到了张开双手欢迎我的主耶稣。我感受到主

的温暖，闻到了无比甘甜的香味，这是从来没有闻过的

香味。做礼拜的时候，我回顾往事，泪水止不住地往

下流。

  我自以为很正义，但那一刻深深的意识到不事奉神，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规定了政府的权力和职责、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在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中具有最
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即便
是群众示威，政治家们有组织的集体性要求，绝大多数
主流媒体的立场相一致,但只要不符合法律制度, 就必然
会失去合理性与有效性。除了宪法之外，人们在各部门
设立很多标准。那都是为了更加准确、迅速、有效的辨
别、推测、处理事情。即便如此，人制定的判断标准没
有绝对性，也不是永恒的。宪法可以修改，并变更。绝
对的判断基准不是人制定的，而是神赐给人类的。 
  第一 圣经是绝对的判断标准。
  神启示的话语，透过先知和使徒都记载在圣经上。圣
经里记载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上的绝对原则和标准。保罗
使徒在第二次传道旅程时，给庇哩亚人传福音，他们认
真听了保罗所传的道后，为了确认这道是否符合圣经，

而深入地考查圣经。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
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
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我们要以庇
哩亚人为榜样。要是不把圣经作为判断标准，就容易受
到异端的迷惑，并接受脱离福音真理的神学思想和教
理。跟从宗教混合主义，一致主义，多元主义，自由主
义神学的根本理由是因为没有把圣经作为绝对的判断
标准。
  第二  为神的荣耀、为得主的喜悦、总叫基督显大，
这是绝对的判断标准。
  为了对某个思想和行为做出判断，查看圣经，这并不
是简单的事，因为圣经分量又多又广泛。但是我们有一
个标准，所以比较容易判断日常生活中的事。
  1．说了，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荣耀神
而行。做事的时候，要问：“是不是为神的荣耀而做
的？”，这疑问便是判断标准。
  2．‘能不能得主的喜悦？’这疑问便是判断标准。
  3．‘是不是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疑问便是
判断标准。(腓立比书 1:20)要是这样问，圣灵就会告诉
你答案的。
  第三  礼拜、传道、做主工是绝对的判断标准。
  礼拜、传道、做主工是圣徒的使命。对于圣徒来说，
履行这使命就是一种最大的快乐和幸福。虽然衣食住行

不宽绰，但只要能自由自在地做礼拜、传道、做主工就
心满意足了。圣徒们知道在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所以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但以理知道
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
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可他回到家里一日三次，双膝
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新约圣经希伯
来书11章记载，因事奉神而殉道的圣徒、监禁、鞭打、
捆锁、各等的磨炼。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
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
定的人。对他们来说，没有比礼拜、传道、做主工更重
要的事。
  即使社会制度、体制、领导，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
但只要不妨碍我们做礼拜、传道、做主工，就不会成问
题的。我们国家和别的国家不同，国家安全与教会安全
有直接的关系。从解放时期到至今，历时和现实的证据
之外，不再需要其他证据了。北朝鲜没有教会，要是在
北朝鲜发现信耶稣的人，就立即判死刑。所以选国家领
导的时候，真基督徒的选择和判断标准是一致的。
  希望各位用这样的标准判断一切事，并做出最佳选择
和决定。

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便是最大的罪人。那天，我接受耶

稣为自己的救主，脱离撒但的权势，成为神的儿女，天

国百姓，圣徒。我懂得得救的恩典与真理，便有了得救

的确信，然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在任何环境，在任何

情况下，我一定参加主日礼拜，将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

领全勤奖。’‘我要尽心、尽责、尽力做好他的本分，

竭力多做主工。’‘我带着因得救而有的感恩和感动，

尽力去跑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我一定把最好

的奉献给神。’‘每年读一遍圣经。’我做出这样的决

定以后，单单仰望神而生活。在三十五年的时间里主眷

顾我，作我随时的帮助，坚固我的信心，并让我行在神

的引导之中。神应允我妻子的祷告，让我们家庭成为福

音家庭，又赐给我长老职分，想法设法、尽心竭力地服

侍教会和圣徒而生活。我感谢神莫大的恩典和爱。

  我们夫妻都很健康，可结婚五年多了一直都没有孩

子，于是向神恳切祷告。尤其是，我妻子细心的抄写圣

经，向神祷告，每次做区域礼拜时与圣徒们一起专心祷

告。靠神的恩典，我们结婚十年终于怀了孕。但好景不

长，后来才发现妻子因气管不好，吃了消炎药，医生说

这药对婴孩不好。我们怕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就

到许多医院做检查。有一天，我参加礼拜听讲道时，主

对我说：“不要害怕！”，当我听到主的声音以后，心

里充满从主而来的平安，不再害怕了。我们为孩子的健

康不住的祷告，真的很感谢神，神应允我们的祷告，生

了健康的儿子。那时我们结婚已有十一年，为了怀孕向

神祷告的第五年，我们就有了孩子。我看到这个被神所

爱的孩子在福音中健康幸福地成长，内心有说不出的感

谢和赞美。哈利路亚！

  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星期天很想跟我一起去教会服

侍，他再三嘱咐我让我叫醒他。主日清晨，我叫醒他的

时候，他二话不说就起床准备去教会。开始我以为他

坚持几天就放弃了，可我想错了。他从小学到高中，每

周都和我一起去教会，到我服侍的办公室里和那些执

事、长老们吃零食以后，又去教会学校帮助老师们打扫

圣殿、祷告、做礼拜。他在青年服侍宣教会的唱诗班里

服侍，如今他志存高远，勇于开拓努力攀登人生新的高

峰。他的梦想是传教，我很希望他能成为主手中重用的

器皿。

  感谢神，拣选我，成为神的儿女，获得永生，承受天

国为业，并且又在充满圣灵的恩典与真理教会做礼拜，

这让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带着自豪感在水原圣殿男生

服侍联合会服侍二十五年。一个人的灵魂比任何东西都

可贵，我以主耶稣的爱，不管得时，不得时，竭力去传

福音。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得着圣灵的充满，结出传

道的果子来。感谢主，为我敞开传道的门，让许多人归

向神，接受天国福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神！

  我到医院传福音的时候，看到那些病人和他们的家属

身心疲惫，极其痛苦的样子，于是开始我为我年老的母

亲而祷告。我祈求主，母亲虽是两手空空的来到这个世

界，离开时，却是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带着弟兄

姐妹对她的爱无憾而去。还有在这三十五年的时间里，

我从来没有因其他事而缺席主日礼拜，所以我祈求主不

要因母亲的葬礼不能守主日。

  去年，五月份，我母亲到安养圣殿出席参加主日礼

拜，然后跟她的女儿在饭店吃了饭。星期二晚上，还亲

自给外孙女做紫菜饭吃了。第二天，星期三早上，我给

母亲打电话，她没接，于是到她家一看，她居然去世

了。母亲的枕边放着一本圣经，脸色平静,没有任何痛

苦,就像睡着了一样。母亲享年八十八岁，面带微笑，进

入神的国。 在神的恩典之下母亲的葬礼顺利举行，星期

天，我跟往常一样到教会服侍以后，和全家人来到母亲

的坟前，向神做感恩礼拜。我凭着信心为神的荣耀而祈

求的时候，神应允我的祷告。哈利路亚！

  感谢神，拯救我的灵魂，让我成为神的儿女，又时时

刻刻与我同在。这是何等的大爱，何等的厚恩，无论什

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每天用云柱和火柱引

导我们的去路，并叫万事都互相都效力，作我们随时的

帮助。求神指点我们所做所行的一切，让我们的所作

能符合神的悦纳和旨意，我感谢赞美荣耀归于神直到永

远，阿们！

  我们原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主为了拯救我们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知道这一切

都是神给予我的恩典，是祂让我有了这真正的平安喜

乐，有了新的盼望。我活的目的就是荣耀主，心甘情愿

的献上我的时间、金钱、能力、以及许多别的，并愿意

为主舍弃生命去传扬福音。感谢赞美神，让我诚心爱我

们的主耶稣，在何时何地都与主同在的真正幸福的人。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马可福音 10章 21节 – 22节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
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
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
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
多。

  经文：约翰福音 3章 1节 – 7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
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
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
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
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
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
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
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
要以为希奇。 

四种财主 （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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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对耶稣有成见和误解，并有错误的

认识。有些人以为耶稣是著名的思想家、教

师、道德君子、宗教家、慈善家、殉道者。

有些人以为耶稣是像释迦、孔子、苏格拉底

一样圣人。不管谁，只要对耶稣有错误的成

见，就无法得到有关永生的正确答案。财主

青年向耶稣称呼‘良善的夫子’。耶稣回答

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

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不是说耶稣不

良善的意思，而是告诉我们财主青年对耶稣

有错误的成见。他想耶稣比一般人出众，便

指着耶稣说‘良善的夫子’。耶稣是圣三位

一体的圣子神。

  2。获得永生时，错误的价值观，将成为

决定性的障碍。

  财主青年问‘我当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

永生？’那财主青年以为做善事，就能得永

生。神向人们要求的善与义是完全的，没有

人能做到这样的善与义。耶稣为了告诉他这

样的事实，便说了在人际交往中要遵守的诫

命。可没想到他却充满自信的说：“夫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

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

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

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知道眼前的这青年把

最高的价值放在财物上面的事实，所以向他

提出他最难做的事情，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明

白靠行为、靠善行不能得永生的道理。可他

听了耶稣的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

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永生比什么都重要。承受永生的人，将来

复活以后，在天国与主永远生活在一起。因

此，跟永生相比世上的一切是区区小事了。

有没有财物，这跟获得永生毫无关系。

  3。即使存在着错误的成见，或者把最高

的价值放在财物上，神也能让他得救。

  财主青年走后，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

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

哪。”门徒希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

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

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希奇得很，

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

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圣灵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叫人谦卑，打破自

我，丢弃错误的成见，因为这样才能获得比

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的永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为了进神的
国，夜间来找耶稣的财主’。

  得重病的人要得医治，就需要以一下的几

个过程。首先要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严重的问

题，然后必须遇到优秀的治疗者，并且要听

从治疗者的指示和忠告。所有人采取的解决

最大问题的方法也如出一辙。

  1。要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严重的问题。

  在今天的经文中提起的尼哥底母是法利赛

人，是律法学者，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他很

有钱。尼哥底母是当时最高法院中的议员，

很受人尊敬。这样的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身

上有最大问题的事实。他知道自己对得救的

路一概不知，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见神的国。

当时，法利赛人敌对耶稣，但是尼哥底母却

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来找耶稣。

  2。要遇见优秀的治疗者。

  惟有耶稣基督才能对那些绝望的问题，给

我们准确的答案。所以无论谁只要想解决

罪和负罪感，人生的虚无和无意义，死亡和

来世的问题，就必须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

稣明确地说了自己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救世

主，然后藉着诞生，所行的事，钉死在十字

架上，复活，升天来证明。尼哥底母表白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

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

人能行。’尼哥底母留意观察耶稣所做的事

和教导后，下了这样的结论。他知道没有人

能像耶稣一样行事，也知道除了从天上而

来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告诉 他进天国的道

路，因此来找耶稣。

  3。应当积极接受医治者的忠告和指导。

  尼哥底母在耶稣面前坦露自己的无知，又

问了进天国的方法。耶稣对尼哥底母说：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

母问：“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

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说：“我实

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

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

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尼哥底母问耶稣

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告诉他，说：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

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

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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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哥底母从耶稣那里

听到了罪得赦免，进天国的福音。听了福音

之后，他就信，然后积极向别人见证信耶稣

的信心。

  通过这两周的时间，我讲了‘无知的财

主’‘最可怜的财主’‘变了脸色，忧忧愁

愁的离开耶稣的财主’‘为了知道进天国的

道路，夜间来找耶稣的财主’希望各位见

证，并表白在财主故事中所启示的真理与恩

典是我们自己的。

  今天呢，我打算继续讲新约圣经所记载的

有关财主的故事。上周我们察看了‘无知的

财主和最可怜的财主’，今天呢，我们看一

下其余的那两种财主。他们的故事中蕴含着

得救的真理，同时告诉我们什么是明智的生

活态度。

  首先，我们看一下‘忧忧愁愁地离开
耶稣的财主’。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耶稣面前，原来他是

一个青年财主，是犹太人的官。他是少年

有为，但他还是有宗教追求，有永生追求的

人。他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当作什么

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

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

没有良善的。”然后接着又说：“诫命你

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

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

母。”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

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

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

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青年

听完，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因为他有太多的

财产。这篇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属灵教

训。

  1。 获得永生时，若是对耶稣有错误的成

见，就会成为决定性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