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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感谢全能的神 治好了我的重
病，并让我凡事谢恩，过着以礼
拜和服事为中心的生活”
姓名 - 李相锡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跟朋友一起到教会参
加礼拜。当时，我对听讲道或学习圣经没有多大
的兴趣，只喜欢在教会跟那些朋友们玩儿。当时
教会里没有牧师，只有一位传道士。教会学校里
的学生不多，我念高中的时候，还当过学生会
长，但依然对主的话语毫无兴趣，信心当然很
小。后来，我去了另一个教会，在那里受到巨大
的伤害，从那起再也没去教会。长大以后，我依
然过着没有信仰的生活。我母亲在乡下生活，她
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母亲经常劝我去教会，可
我因过去所受的伤害，不愿意去教会。
我32岁时，通过母亲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姊妹
结婚。我们结婚以后，妻子也开始不去教会了。
那时，我工作的单位因经营遇到困难，便把我调
到另一个地区工作。在那里，我昼夜轮班工作，
比谁都用心工作。因经济上的问题，我根本没有
时间休息。那段期间，妻子突然腰疼，连走路都
很困难。她去医院做检查，又去中医院看病，但
是却没有任何效果 。
有一天，妻子从中医院回来，跟我说她要去教
会。她在医院扎针时，听到赞美诗，没想到竟然
被赞美歌声深深地感动了。妻子生病，家里的情
况也不好，我没有理由反对她去教会。就这样，
她带着孩子开始去恩典与真理教会的西山圣殿。
妻子诚心悔改自己的过错，用心参加礼拜，身体
完全恢复健康，她一有空就给我传福音。

信仰专栏
无法偿还的债和尽力去偿还的债
“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罗马书4：4-8，罗马书1：
14-15）

我们最好是不要欠别人的债。但是，债务并不
限于用金钱来换算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人人都亏
欠人家的债。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无法还清的
债，及尽力去偿还的债。
第一 首先我们看一下无法还清的债。
耶稣用债和还债的概念来解释罪和饶恕。马太福
音第十八章里记载，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
算账。这比喻的重点之一是，主用欠债的词汇来
解释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
所谓‘罪的债’实在是太大了，用怎样的行为
也偿还不了的。神怜悯这样的人，便亲自预备
解决的办法。要想罪得赦免，应具备以下的三
个要件
1．承认自己是一个最大的罪人。
2．承认靠自己的行为无法偿还罪的债。
3．相信惟有耶稣基督才能赦免我们所有的

2009年，我们搬到安山市来住。妻子和孩子们
在安山圣殿做礼拜，热心过信仰生活。每周日，
我都开车送妻子和孩子们去教会，他们去做礼拜
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车里睡觉，等礼拜结束了
便带着他们回家。我每次都是在教会门口等，从
来没有进去过。妻子和孩子们劝我不要在车上
等，一起到圣殿里听牧师讲道。我经不住她们
的请求，便进了礼拜堂，参加礼拜。那年是
2010年4月复活节。那天，我听了牧师的讲道
以后，蒙受神极大的恩典，悔改如同从远方归
来的浪子一样。
那年是12月份，我突然咳嗽很严重，停不下
来，晚上都没法儿睡觉。刚开始，我以为是感
冒，光吃药，但咳嗽和疼痛越来越严重，只好到
附近的医院接受X光检查。检查结果是心脏里有
水，于是马上到大学医院做详细检查，并住院。
教会里的传道士和牧师到医院深访，用神的话语
安慰我，鼓励我，为我恳切祷告。此外，教会探
访部的好多圣徒们也到医院，和我一起做礼拜和
祷告。当时，别提有多感谢。
我真是特别感谢他们，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
他们却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和力量，好让我战胜
面前的困难。妻子把年幼的孩子们留在家里，到
医院护理我，可丝毫也没有露出费力的表情。她
一有空，就在我旁边，向神祷告，又劝我切切仰
望神，不住地祷告。她告诉说‘神与我们同在，
作我们随时的帮助’，她激励我的信仰，让我抱
着希望期待神的医治。
我因不明原因的心脏疾病，在两年的时间里反
反复复的住院和出院，后来医生和我都确定我
患的是稀罕病。那时我颈部的位置出现一块肿
瘤，还挺大，于是做了病理检查，结果是淋巴
腺癌。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脖子和肚子部位，被
确诊为五期癌症。但很感谢的是，正好那时开
发了特效药，若是好好接受治疗，就会有好结

果，可以痊愈。
之后，我做了六次的抗癌治疗，及五次以上的
放射治疗。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我感受到神的
同在和医治。令人惊讶的是,在接受抗癌治疗的
过程中，除了掉头发以外，并没出现过任何副作
用。我没有感到恶心，胃口也好，吃什么都可
以。我接受治疗以后，第二天，还可以去上
班。每次接受抗癌治疗时，有很多区域长和长
老为我的健康向神迫切祷告。只要一想到，神
与我同在，再加上为我祷告的牧师和圣徒们，
心里就踏实，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通过许多人
的代祷，还有靠着神的帮助，我顺利进行抗癌
治疗和放射治疗。
在多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痛苦的治疗，好在
一切都结束了，真是感谢神的恩典。后来，我每
隔六个月去医院做定期检查，很感谢这个月就是
最后一次检查了。我在祷告神，在这最后的检查
中下出完全治愈判定。“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
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玛拉基书4:2）
我紧紧抓住这段经文恳切祷告。
虽然我的心脏还没有完全得痊愈，家里经济条
件也不太好，可我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如今我能够
为那些病弱的圣徒服事，已经感激不尽了，因为神
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真的感谢神 赐给
我这丰丰富富的恩典。我的孩子们在教会学校中等
部的唱诗班里服侍，感谢神 让他们大声欢呼歌颂
神，发声欢乐尽情的歌颂赞美神。并且，我又感谢
神让我的妻子为我和孩子们无私地奉献自己的全部
力量，她在教会里的女生服侍联合会热心服侍。感
谢神给了我如此美好的家庭。
我通过这一场大病，深深明白了自己的软弱，往
后我要紧紧依靠主，单单仰望主，顺从圣灵的引导
而生活。我将好好管理神所赐的健康，并凡事献上
感谢和赞美神，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哈利路亚！

罪，这样就能获得罪过的赦免。具备这三个要
件，就是使罪得赦的悔改。
关于得救的恩典我们要警戒以下的内容。我不
可以把藉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当债务看待。神
藉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债，而是礼
物。若是把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用债务的概念
来解释的话，乃是靠人的行为无法偿还的债。惟
有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还清，或撤销这
样的债。
第二 我们看一下要尽力偿还的债。
基督徒有另一种债的意识，那就是爱的债。我
们能够信耶稣基督，那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同
时又靠许多人的辛苦得来的。我们现在能够顺利
的过信仰生活，这全是许多教牧人员和圣徒的功
劳。教会的建立离不开圣徒的献身和事奉，并且
有很多圣徒为礼拜在各部门服事。即使不是基督
徒，也给教会带来很多帮助。电、水、通讯、
运送等，还有很多人为国家的安全与社会治安
辛苦。还人情的方法倒是很多，不过基督徒要
做的事情，就是给不认识福音的人，或者给不
信耶稣的人传福音，并且帮助别的圣徒好好过
信仰生活。
保罗始终以欠债的心来，担当传福音的使命和
责任。保罗说的不是一般的债，而是很特别的。

1．欠下的债总得还给人家，但这债主不是给
我们传福音的人，而是那些不认识神的恩典和不
信耶稣的人。
2．这不是能用金钱换算的债。
3．这债不是负担，而增强圣徒们的使命感。
4．还这债的时候，心里充满属灵的喜乐。
5．还这债的时候，就有主的称赞和赏赐。
保罗接着又这样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罗马教会的信
徒们已经听过福音，可未曾接受使徒直接的教
导，所以教会出现各种问题。通过教会的聚会圣
徒们互相激励、教导和扶持，能够战胜诱惑、患
难、逼迫。有许多人在教会里接受职分，执行其
任务的行为代表积极还债。
我们不仅因信耶稣基督免了无法偿还的债，而
且又得到连天使都羡慕的身份、地位、基业。蒙
受这些恩典的人要采取的态度，便是应当欢欢喜
喜，心怀感恩之心而生活。同时要认识我们对不
信耶稣的人和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以及信耶稣的
人欠一笔债的事实。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圣灵与传福音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使徒行传 1章 4节 - 9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
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
听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
稣说：“主阿，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
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
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
极，作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
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
看不见他了。

我用三个星期的时间讲了，圣灵的责备、使
人因信耶稣得蒙重生的圣灵，以及圣灵教导我
们明白圣经。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圣灵赐给我
们能力传福音的事实。

第一 圣灵赐给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
的能力。
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都是为了赦免人类的
罪。悔改，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得到这样
的代赎之恩。无论谁，只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
督，就罪得赦免，获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
进天国。人们在世上听到的消息中，没有比这
更好的消息，更高兴的消息。罗马书十章记载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
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
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
10:9,10) 之后，接着又说：“然而人未曾信
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
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未听过福音的人，当
然没有办法信，所以传福音的人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传福音是由圣灵主导。圣灵把热心和勇气赐
给传福音的人。拯救罪人，这是圣三位神所
做的事。圣父神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
为了担当万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灵
将救赎的福音传遍世界。被神拣选的人，应当
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处，好让更多的人听福音，
因信得救。为此，在圣灵的主导之下，建立
教会，又非常活泼地向世界传播福音。世界末
日被火毁，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之后神
的国度来临，耶稣会再来。耶稣基督的升天和

再临之间的时间是，神的国度来临之前的過渡
期。蒙神拣选，得救的人，得以进入神永恒的
国度。要想得救，就得听福音以后，必须信。
由此，我们应当到处传扬福音。耶稣的复活升
天和再临的之前的过渡期，便是把福音广为传
播的时期。
新约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圣经降临以后，基
督教会诞生，并且顺从圣灵的引导把福音传
给万人听的场面。教会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后诞
生了。因信耶稣基督重生的人，有了聚会的场
所。被圣灵充满的圣徒们把传福音的工作当作
人生的最大目标。不仅是使徒，所有的圣徒们
也积极的去传福音。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两节
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
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
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耶稣基督的事教导
人，并没有人禁止。 ” (使徒行传 8:30,31)
关于使徒行迹的记载以此结束，可传福音的事
工并没有结束，如今依然在传播。使徒们尽了
当尽的义务以后去世，但是圣灵如今也为拯救
那些被神拣选的百姓而工作。因这样的缘故，
福音坚定持续地被传到世界各处。

第二 圣徒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到处
传扬福音。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
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
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
1:8) 要想以基督的证人执行任务，就必须得
着圣灵的能力。人们听了福音以后，很难理解
并接受，因为这不是靠人的能力做到的事情。
我们给不信耶稣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要这样
简单的说。“所有的人在主面前是罪人，并且
靠自己的能力无法摆脱罪的捆绑。罪人必定受
神的审判灭亡。其灭亡不是指，存在的消灭，
而是在地狱遭受永远的痛苦。神怜悯这样的人
类，决定施行拯救，之后让自己的独生子耶
稣，担当人类的罪，受审判。因为只有无罪的
人，才能赎别人的罪。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
孕，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祂就是耶稣基
督。耶稣担当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代赎事工的成功在于耶稣有没有战胜死亡权
势，因为死亡是从罪而来。如果耶稣被埋葬，
没有复活的话，这代赎事工就彻底失败，不过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照着圣经的预言，第三
天，耶稣战胜死亡权势复活了。现在无论谁，
只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罪就得赦免，成为
神的儿女。”这些内容并不复杂，也不难，但
要是没有对主的信心，就无法能理解的。听福
音以后，要想拥有信心，就 必须得着圣灵的
能力。传福音的人要依靠圣灵的能力。
并且，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显
出能力，所以容易让那些顽固的人和有敌对
感的人，打开心门接受福音。使徒行传多处记
载，主藉着许多使徒和基督徒行神迹奇事的内
容。从那开始，基督教大大复兴。犹太人和撒

玛利亚人的关系很不好，可腓力到撒玛利亚传
福音，那时主藉着他施行神迹奇事，被鬼附的
人得释放，有许多病人得医治。圣经记载‘腓
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
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
他的话。’撒玛利亚人原本不喜欢与犹太人来
往，但是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打开心门，
接受福音。这样的大能不是从腓利而来，是圣
灵所赐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
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
行传 1:8)传福音的人应当多多祈求并依靠圣
灵的能力。

第三 圣灵给人们传讲耶稣的话语和
耶稣所成就的事，并彰显主耶稣的荣
耀。
关于圣灵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要荣耀我，因
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
你们。”(约翰福音 16:14,15)
圣灵只传讲耶稣的事，并且凡父所有的，
都是耶稣的。如果传福音的人讲的跟耶稣所
说的话不同，那么他做的事情与圣灵的事工
完全无关。耶稣亲自说：“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去。”(约翰福音 14:6) 倘若，有人说的与耶
稣所的话不同，就证明他是跟圣灵完全无关的
人。圣灵告诉我们耶稣的诞生、生涯，以及藉
着死亡和复活所成就的救赎恩典。传福音的时
候，除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以外，又要添加
人类的思想、哲学、宗教，那么说明他是跟圣
灵无关的人。圣灵透过传福音显现神的荣耀，
所以传福音的人想炫耀自己，将荣耀归于自
己，这是违背圣灵的行为。
希望各位圣徒们一定要依靠圣灵所赐的能力
而传福音。为了传福音聚会、祷告、服事的时
候，里面有圣灵的同在，同时能得着圣灵的能
力。神喜欢为传福音参加教会服侍活动的人。
为了传福音奉献、服侍，这是圣徒们能做的事
情，也是赐给圣徒的特权和荣耀。
传福音是圣灵主导的事，所以圣灵与传福音
的人同在。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有效
的传福音。希望各位每天都被圣灵充满，成为
主合用的器皿，传福音给万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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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