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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主除去我心中的贪婪，又保护我
避免财产受到重大损失。”
姓名 - 崔永春
我是家中六兄妹中的老五，父亲是公务员，
母亲性格十分温柔体贴。我们是美满的一家
人，生活既幸福，又快乐。我们一家人认真过
信仰生活，我受到神和父母的百般宠爱，生活
无忧无虑，真是万分感激。
父亲退休以后，盖了一栋新楼外租出去，那
时有个教会住了进来，其中一部分用于做礼拜
的圣殿。我们原本去的教会离家远，经常很
晚回家，爷爷为此感到不满。后来，我们就自
然而然的到同住一楼的教会去做礼拜。教会复
兴，重新建立一个教会，娘家的人在教会身负
重责，热心服侍教会和圣徒。
我长大以后，主应允我的祷告，给了我一份
很好的工作。我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会里的青
年部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我对主的信心和爱
更加深厚。‘但愿万口欢声高唱，颂扬救主我
王，赞美我神恩爱深长，并他莫大荣光。’我
唱这首赞美诗的时候，受到圣灵的感动，从那
开始就做十一奉献，这使我的信仰生活更加
愉快。
我为伴侣祷告的时候，神应允我的祷告，便
认识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组建基督教信仰的
美好家庭，又生了聪明可爱的两个女儿。像这
样，我被神拣选，得到神所赐的天上各样属灵
的福气，热心参加教会各种服侍和活动。我觉
得作为教会学校的老师，及在唱诗班服侍，总
比周末出游和旅行等趣味生活更加有意义，更

信仰专栏
为何把一根刺加在我们身上呢？
“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哥
林多后书12：7-10）

使徒保罗有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说‘有一
根刺加在我肉体上’。‘身上的刺，就是撒但的
差役’，圣经上没有具体说明保罗身上的刺是什
么，所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一根刺究竟是什
么。圣经上没有明示，必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
们身上可能也有保罗说的那种刺，然而那根刺人
人都不一样。保罗明确地知道主为何把一根刺加
在自己身上，我们现在看一下此内容。
第一 保罗知道了主把那根刺加在自己身上
是有一崇高的目的，那就是“免得保罗过于自
高”。
保罗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
1．在他人面前值得保罗骄傲的的确很多。(腓立
比书 3:4-6)
2．保罗为主耶稣献身的经历和业绩也容易叫他
自高自大。

加快乐。
在别人眼里，我的信仰生活一帆风顺，并没
有任何问题，但通过一件事情，我反省检讨自
己的信仰，在主面前真诚悔改。前两天发生过
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时，因为我没有做出正确
的判断和选择，差一点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
的损失。我仅考虑自身欲望，为了获取变动收
益，购买建筑物和住宅，不过因政府政策，出
现了难以出售的局面。我为此操心，焦急不
安，那时区域里的圣徒们为我们家庭同心合意
的祷告。传道士又劝我说，“如果你心里有贪
婪，首先要向神认罪悔改，然后一天一百次以
上感谢神，并恳求神的帮助”。
我做事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只顾着自己的欲
望，及体贴自己的意思。我向神悔改自己的过
错，并祈求神的怜悯和帮助。区域里的许多圣
徒们为我祷告。感谢的是，通过主的帮助，把
握一个好的卖出时机，结果我没有受到多大损
失，真是奇迹。周围的人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
是不是看错了呢，其中有些人不信耶稣，可对
我说‘果真有神啊！’‘看来祷告的力量真的
很大！’
以前，我只相信自己的眼光，按照自己的想
法去做，但是经历过失败以后，就藉着祷告寻
求神的旨意，然后用神的话语来判断一切。
我总以为心里没有世俗的欲望，也不贪求，真
实地过了信仰生活，可万万没想到心里仍有贪
婪。我遭受一点经济损失以后，深刻的领悟遵
行神的旨意，跟随神的话语而生活，才是最首
要的。我们犯错误时，要立即悔改，恳切主的
帮助，这样主就肯为你做事。只要主与你同
在，再难的题也会变得简单明了！因为主叫万
事都互相效力。还有堂会长牧师讲的道，正是
主所赐给我的话语，于是我铭记在心，认真去
遵行。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向着神的应许之地迦南
前进的时候，神在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
领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在红海面前进退两
难，走投无路的时候，神用奇异的方法拯救他
们脱离危机，并从天上降吗哪给他们吃。充满
爱的神，感谢主在我每日的生活中，都能经历
到你的恩典和爱，并赐给我各样的恩赐。
我除去心中的贪婪，竭力做主工的时候，主
交给了我宝贵的首区域长职分。我每天忙于工
作，没有时间出去传福音，可善于利用点点滴
滴的时间给每一个家庭，给每一个人热心传福
音。当我看到他们迎接耶稣，归向主，区域大
大复兴时，心里充满属灵的喜乐，特别感动。
我在唱诗班里服侍，并为了完成世界宣教，
在世界宣教联合会的‘恩典与真理合唱团’服
侍。我参加国外宣教服侍活动的时候，当看
到我们教会的宣教士和当地的教会忍受各种威
胁、逼迫，执行主的使命的场面，真的大受感
动。福音传到各地，许多教会被建立，有好多
青年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
在高声赞美，颂扬拯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每次，我参加国外宣教活动时，都觉得很有成
就感和使命感。主吩咐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
这是何等重大的使命啊！ 感谢主，让我成为
主的器皿，传讲天国福音，带领更多的罪人来
认识主，归向主。
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感谢我的主，是主你
的大能得以让我走上这条永生的路。感谢主，
白白赐给我丰丰富富的奇妙恩典！“要常常喜
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
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
前书5:16-18）我决心一定要实践神的话语，
竭力多做主工，过着无悔的基督徒生活。把所
有的荣耀都归于神！

3．保罗亲身经历过属灵的事，这也是值得他骄
傲的事。(哥林多后书 12:1-5) 为了防止保罗因
所得到的一切过大而自高，便有“一根刺”加在
他的肉体上，这主要是让他学会依靠神。保罗懂
得了这一点，所以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
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
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
高。”(哥林多后书 12:7)
第二 保罗为了除去身上的那根刺而三次求过
主，可得到的答案是主的恩典够他用的。
保罗为“肉体上的刺”三次求主使它离开，
然而神没有应允，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的”。这是“有恩惠的拒绝”。神赐给我们的恩
典足能包容身上的所有刺。神赐给我们够用的恩
典，这恩典里包含着神藉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
的爱。
神对圣徒们的爱，使我们足能战胜面前的一切
困难，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罗马书 8:3539）我们遇到的问题再怎么艰难、痛苦，也能够
藉着从基督耶稣而来的恩典克服。
第三 保罗因身上的刺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并
且又明白了只要全心全意依靠神，基督的能力就
覆庇自己，自己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事实。保罗
身上的刺，严厉教育他、训练他。他这样告白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

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
我。’人们因经济上的困难，疾病的痛苦，人与
人之间的痛苦，失败带来的痛苦，因精神上的烦
恼和痛苦，而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因面前的问题
和苦难的刺，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并渴望得到神
的能力；因面前的问题和苦难的刺，全心全意依
靠神；因面前的问题和苦难的刺，想到了神丰盛
的恩典，那么这样的问题和苦难是值得夸口的。
使徒保罗懂得这样的道理以后，说：“我为基督
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
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
强了。”(哥林多后书 12:10)
虽然有一根刺加在保罗的肉体上，但是他靠着
神赐的能力，把耶稣的福音传遍地中海沿岸一带
地方，到处设立教会，教导圣工人员。因自己的
知识、能力、自信感，不想得到神的能力，也不
想依靠神的帮助，这样的人便是最不幸的人。
就像主没有拿掉保罗身上的刺一样，我们也有
像那根刺一样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刺，总之
我们要通过身上的刺，保持谦卑，深深明白神的
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并且要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
无能，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圣灵教导我们明白圣经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约翰福音 16章 12节，13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
了（或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
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
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人用五种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舌
头、皮肤来获得事物的信息。但是，只靠人的
感觉器官无法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使用显微
镜、望远镜等的道具也是如此。
哥林多前书二章这样记载：“我们所领受
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
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
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
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
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然而属
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
能看透。”(哥林多前书 2:12-14) 人类获取
的知识主要分为两种，属灵的知识和属血气的
知识。属灵的知识都是从圣灵来的。属血气的
人根本不知道属灵的知识的真正价值，惟有属
灵的人才知道。圣灵帮助圣徒们获得属灵的知
识。上两周我们察看了圣灵的责备，以及使人
因信耶稣得蒙重生的圣灵。
今天呢，我们也要察看教导我们，引导我们
的圣灵。

第一 圣灵告诉圣徒们成为神儿女的
事实。
因信耶稣基督得蒙重生的人，已经得到了
称为神儿女的身份。靠人的功劳和努力，我
们无法得到神儿女的身份，靠人的血缘关系
也不行。圣经记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
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
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
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
1:12,13)只有从神生的才是神的儿女，他们都
是被圣灵重生的人。说了‘他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翻译为‘权柄’的原语有‘权
力’的意思。成为神儿女的权力，这权力是神
赐给我们的，没有人能夺走。
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记载：“可见，从此以
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

靠着神为后嗣。”罗马书八章记载：“既是儿
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
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
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
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 8:17,18)
神的儿女将与耶稣同得基业。其基业是指，
将来在天上享受的荣耀和福乐。成为神儿女的
人，应当渴望得到天上的基业，因为神为我们
预备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现在的苦
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
了，所以圣徒们要感受并体会到自己已经成为
神儿女的事实。圣灵教导圣徒们感受并体会这
样的事实。
圣灵叫圣徒们称呼神为‘阿爸父’。‘阿
爸’是小孩子称呼父亲的时候使用的，这表示
对父亲的信赖、爱、亲密感。‘阿爸父’的称
呼确定神与圣徒父子关系成立。罗马书八章记
载：“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
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
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
马书 8:14-16) 像这样圣灵叫我们向神呼叫阿
爸，父，并让我们的心灵感受并体会已经成为
神儿女的事实。

督在你们心里吗？”基督徒是指，他住在基督
里面，基督住在他里面的人。

第二 圣灵告诉我们，基督在我们里
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

约翰福音16章13节记载：“只等真理的圣
灵来了… 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
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圣灵在神所启示的话语中，把将来的事告诉我
们。若没有圣灵的指教，就无法正确的理解圣
经里的预言。圣灵告诉我们认识神的计划和目
标，并让圣徒们对未来有十分明确的目标。圣
灵告诉我们怎么活，才能使我们未来的生活更
加智慧。因此圣徒们应该把自己的未来告诉圣
灵，并祈求圣灵的引导。
我来整理一下所讲的内容。圣灵告诉我们成
为神儿女的事实，并让我们切实感受到这一
切。圣灵告诉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
基督里面的事实，而且又告诉我们离了基督，
我们就不能作什么。圣灵让我们想起神所说的
话，并让我们明白真理。圣灵告诉我们将来的
事，并引导我们的道路。圣灵教导我们、引导
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希望各位在生活中深
深地经历圣灵的工作。

耶稣被钉十字架而受死的时刻临近了，那时
主对门徒们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
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
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
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
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
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
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约翰福音
14:16-19) 稣指着圣灵说‘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保惠师’。意思是，耶稣是保惠师，但圣灵是
另一位保惠师。圣灵跟耶稣一样，也有无限的
爱、能力、品性的保惠师。耶稣和圣灵是三位
一体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们按照耶稣的吩咐聚在
一起，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专心祷告，第十
天，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
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
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
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 2:1-4) 圣灵充满以
后，门徒们这才想起了耶稣曾提起的保惠师。
门徒们喜出望外，别提有多高兴了。
坐在神宝座右边的耶稣基督，如今也与我们
同在。这是超越我们的理解范围的属性和恩
典。圣灵使我们懂得这一事实，并且让我们
每天都与主同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记载：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
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

第三 圣灵叫我们想起神的话语，并
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耶稣对门徒们有很多话要说，可保留了。其
理由是因为门徒们无法完全理解，而且担当
不了。耶稣对门徒们说了这样的话：“我还有
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
作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
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
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
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
16:12,13) 耶稣又说了这样的话：“我还与你
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
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
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
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 14:25,26)
圣灵叫我们想起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叫我
们理解神的旨意，并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
理。

第四

圣灵告诉圣徒们将来的事。

需要恩典与真理教会
传道纸的人请联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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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