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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我沉迷于偶像崇拜无法自拔的
时候，主拯救我，使我成为神的
儿女，获得永生，享受从主而来
的喜乐。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
给神！ 感谢神！”
姓名 - 元顺华
我出生于侍奉偶像的家庭，是六个孩子中的老
三，受到奶奶的万分宠爱。我平时很听话，喜欢跟
奶奶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这样，我是奶奶最疼爱的
孩子。奶奶把一个大坛子放在家里，每天都跪在它
面前求福。我上学的时候，有时很想跟朋友一起去
教会，但是奶奶经常对我们说，要是你们
去教会，我们就会家破人亡，听了这话我根本不敢
去教会。
1980年，我嫁到热心崇拜偶像的家庭。结婚后，
不知为什么我老公每年都出车祸，并且不管我们多
么努力挣钱，家里老是缺钱，日子过得艰难。结婚
以后，我生了两个孩子，不知为什么那两个孩子也
经常生病。我以为请巫婆跳大神，就能解决一切问
题，便经常去找巫婆，按照她的话去做。然而，问
题依然得不到解决，生活反而变得更加艰难。大儿
子得了哮喘，小儿子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只要一
吃东西就会拉屎，而且经常因高烧严重，到附近医
院的急救室进行治疗。
有一天，我到小区的一家服装店买衣服，店主丝
毫没有给我卖衣服的想法，只拿出一本圣经，给我
传福音，劝我信耶稣。要是以前的话，我会心不在
焉地听着，并打断她的话，可那天不知为什么，我
竟然仔细地听了她所传的福音。突然，我觉得害
怕，便对他说：“我是不能去教会的！”然后转身
出店门。那位店主在我背后说：“喂！星期天我去
找你，跟孩子们一起去教会吧！’我逃亡一样地回

信仰专栏
为健康和医治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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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三二节)
神虽然限定人的寿命，但鼓励人们为健康的
生活要不断努力。神为了人类的健康生活，把
有关的内容详细地记在圣经里面。今天呢，我
们看一下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医治，现代医学仍
在使用神所赐的律法的事实。
为了防止病原体感染与传染，利未记、民数
记记载律法中的条例，就是饮食和诸般洗濯的
规矩。
直到19世纪中期，没有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
微镜，所以人们对这样的病菌一概不知。因这
样的缘故，治病的时候，出现许多种问题。其
中的一个是，做完手术之后，有好多患者因败
血症失去生命。不过人们发明显微镜以后，就
了解了病菌的存在和性质，因此到了20世纪以
后，人们为了消除病菌用清水洗手，然后做外
科手术，这样死亡率快速下降了。利未记15章
和民数记19章早已提起过用水洗的重要性。人
们真正了解洗手的重要意义的时间并不长，也

到家里，但奇怪的是她说的话源源不断地敲击着我
的耳膜。到了星期天，那位店主说的话重重地敲打
着我的心，但我狠着心，匆匆忙忙的吃过早饭，跑
到伯父家里躲避那位店主。
就这样过了三周，某一天老公开车上班，在路上
出了车祸。当时，我们必须马上支付赔偿金，便向
邻居借钱。我们邻居是开米店的，老板是教会里的
区域长，她欣然答应我们借钱。办好这事以后，觉
得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心
湖。我以为我侍奉的偶像是真神，一生尽心服侍
它，可最后留下的是一片空虚和孤单。‘我不能再
这样下去了，往后决不敬拜偶像！’，我横了心，
去找区域长求她带我去教会。
去教会前，在我们家做了区域礼拜，那天我唱的
第一首赞美诗是‘天父啊，我无依靠，举手到主面
前…’。 我唱着唱着，激动的流下了热泪，圣徒
们都来安慰我。奇怪的是，我那天第一次参加礼
拜，可心里有种不可言状的喜悦，这是从未有过的
情绪。做完礼拜之后，区域长把贴在房内的符箓全
都烧了。当时，我心中满有平安和喜乐，感觉很踏
实，长年积压的恐惧，不安，都烟消云散。
从那开始，我每天都盼着礼拜时间，每次唱赞美
诗的时候，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涌上心头，眼泪
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我全身心都很轻松，走到马路
上，看到阳光明媚，蓝天更蓝，空气很清新，路边
的花草，也能体会到神的能力和爱。我藉着神赐给
我的属灵的喜乐和勇气，以及对天国的盼望，去战
胜老公的逼迫，婆家的冷待，姐姐和哥哥们的嘲
笑，还有艰难的生活和各种困难。
在灵命日益增长的过程中，神治好了我们的疾
病。患上哮喘和腹泻的两个儿子，靠神的恩典完全
恢复健康。我以前因先天性的脊柱畸形，无法自自
由自地走路，尤其是坐着或者躺着起身站起来的时
候特别疼。当我以恳切的心向神祷告的时候，竟然
经历了主医治的恩典。至今已过了二十五年，我走
路活动都没有任何问题。 “当信主耶稣，你和
你一家都必得救。”（行16：31）我依靠这一段经
文，为父母和兄妹，及其他家人的灵魂得救祷告。

结果孩子们坚定了接受耶稣的心，便开始认真过着
信仰生活，卧病在床的母亲也接受主耶稣基督作救
主和生命的主，然后过三年便进了天国。在水原市
的殡仪馆为母亲举行葬礼时，我获得家人的同意，
按基督徒的仪式进行的葬礼，所有的家属都参加礼
拜。葬礼结束后，我们坐车出殡仪馆时，突然殡仪
馆旁边的加油站发生重大爆炸事故，有好多人受重
伤，或者当场死亡。感谢神，看顾保护我们一家人
平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经历过此事以后，我父亲也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
主，后来进入天国。我婆婆在养老院呆了三年半，
那段期间教会里的牧师和传道士经常到养老院给她
传福音，并祷告，结果婆婆信了主。在信仰生活上
婆婆给我带来很大帮助，她离世的时候，带着耶稣
基督丰盛的恩典无憾而去。
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非常难过。两个儿子踏进社
会以后，渐渐远离教会。而大儿子被蒙骗，却不知
道对方是巫婆的女儿，便与她结婚。后来他们生儿
子，起名叫约翰，因此事产生不少矛盾。除外他们
俩人之间的信仰也发生冲突，最终离婚了。但感谢
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子靠神的爱与恩典健康
成长，今年已经九岁了。孙子每天晚上祷告，说：
“求主让我们全家人信耶稣，进天国。感谢神，时
时刻刻看顾我们，作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看到
孙在主面前祷告时，得到很大安慰和鼓励。我和孙
子都以恳切的心向神祷告，相信我们的祷告能得到
神的应允。总有一天，我那两个儿子的信心一定会
得到很大的长进，诚心诚意爱神，敬畏神，依靠神
而生活。
感谢神，让我每天亲近主而生活。‘但愿万口欢
声高唱，扬救主我王，赞美我神恩爱深长，并他莫
大荣光。’感谢神，让我每天过着赞美主的生活。
人生是短暂的，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
神并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反而时时刻刻保护我
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感谢全能的神，赐给我
们永生和天国。我因得救的事实，心里充满感激和
喜乐，切切的渴望主耶稣的到来。感谢神，让我在
患难中欢欢喜喜的，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

就有150年左右。但是圣经早在3300年之前，
便在律法上吩咐了。利未记15章13节记载“用
活水洗身，就洁净了”。现今外科医生做手术
之前，都用流动的水洗手，而不是用盆子里的
水洗手。脸盆里的水容易被污染，留下许多残
留物，洗完了还是都又回到手上了，那就起不
到洗手的作用了。
神把诫命和律例给了摩西，又把这些内容都
记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回顾传染病的历史，并
看一下神所赐的各种律例所带来的影响。
在欧洲过去的几百年中，因麻风病死去的人
达数百万。公元6，7世纪，麻风病在欧洲广泛
流行，尤其是麻风病主要集中发生在贫民区。
到了13，14世纪麻风病的蔓延达到最高峰。当
时医生无法诊断出病因，教会便发挥指导作
用。教会运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感染概念来指
导。教会按照圣经利未记所记载的内容，首先
对麻风病患者进行隔离。利未记13章46节记载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
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利未记13章记载
有关麻风病患者的规定，原来这就是卫生法的
基本原则。欧洲的许多国家见圣经说的隔离，
能有效的抑制麻风杆菌的滋生，便对黑死病也
采用相同的原理,结果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现代医学界都知道病菌是通过口传染的。说

得正确一点就是，大部分都通过唾沫把病菌传
染给其他人的。最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戴
口罩，这是基本常识，一般的人得感冒也戴口
罩，但是早在3400年前圣经便提起戴口罩的
事。利未记13章45节记载“身上有长大麻疯灾
病的，蒙着上唇。”又说，在你器械之中当预
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
身掩盖。被污染的应该用水洗净，或者用火烧
掉。对有些病人要进行隔离。
当时人们根本不明白细菌和病毒的存在，更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传染性。由于发明显微镜，
以及细菌学发展和医学的进步，人们才明白圣
经记载的这些律法，不仅仅是宗教的戒律，而
是神赐给人类的预防疾病的最佳方法，也是医
治疾病的最佳方法。“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
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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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话是为人类的健
康和医治而赐给我们的美好应许，也是命令。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无益的自夸与有益的自夸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哥林多后书 12章 1节 – 10节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
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
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
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
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
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
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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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事，我三次
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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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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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经文将使徒保罗的信仰体验大致划分为
两部分。一个是异象和启示，另一个是在极大
苦难中的感悟。对于这两种体验保罗使徒阐述
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应当细心倾听。

首先，我们要查看的是他所经历的异
象和启示。
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经历各样神秘的体
验。这样的体验对信仰生活有很多益处，但要
是对别人讲，有时会成为无益的自夸，有时会
成为有益的自夸。使徒保罗十分谨慎地说了自
己所经历的异象和启示。“我自夸固然无益，
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
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
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
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
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哥林多后书 12:1-4) 使徒
保罗被提到乐园里的经验之谈只有三段文字，
十分简略。
他并没有详细地讲有关乐园的事。接下来，
他又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
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
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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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7) 使徒保罗曾被提到三层天上得到主的显
现和启示，他把没有详细说明的原因归纳如下。
1。 说了，我自夸固然无益。
2。 说了，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
看高了。即使得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也不许自
夸，因为这是无益和愚昧的行为，这一点我们
应该向使徒保罗学习。刚才，我们看的是使徒
保罗看见的伟大异象和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使徒保罗在极
大苦难中的感悟。
使徒保罗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说‘有一根
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
只用这一句话，我们很难猜到那根刺是什么，
因此可以做出这几种推测。‘有一根刺加在我
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这也许是指保
罗要面对的各种诱惑，及各种各样的反对和逼
迫，或者是语言障碍。更有说服力的是，因眼
疾而有的头痛。保罗说的那根刺具体指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也不需要知道，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这根刺令保罗极其痛苦。圣经上没有具体
说明‘身上的刺’就是‘撒但的差役’是什
么，所以我们无法断定。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是
什么，圣经没有讲清楚，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
可能有或多或少的‘刺’，只不过是刺有所不
同而已。现在，我们要看的不是保罗身上的刺到
底是什么，而是使徒保罗因那根刺得到的领悟。
1。使徒保罗领悟到主为了防止他因所得启
示就过于自高，便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
上的事实。
换句话说，主把刺加在保罗身上的理由是为
了让他谦卑。使徒保罗有很多值得他骄傲的东
西。保罗非常出众，是法利赛人，在迦玛列门
下，按着犹太人祖宗严紧的律法受教。他为主
献身的经历和业绩也十分出色，又受人尊敬和
敬佩，多次经历过属灵的事，所得到的启示也
甚大。人很容易自高自大、自以为义，保罗也
不例外。神容许一根刺留在保罗身上，为的是
让他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我们也需要一根刺来
提醒我们谦卑，因为人很容易自高自大、自以
为义。若是圣徒们身上依然存在还未解决的问
题，就一定要把使徒保罗的感悟当作自己的。
使徒保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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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徒保罗为了除掉身上的刺祷告的时候，
深切地明白了神的恩典够他自己所用的事实。
对于使徒保罗来说‘身上的刺’便是最大问
题。这根刺令保罗极其痛苦，以至于他三次祈
求神移去。保罗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很
想拔掉身上的那根刺，于是以恳切的心向神祷
告。但是主没有答应，反而跟他说：“我的恩
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
得完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极其丰盛，够我
们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在这里说的恩
典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神对
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忍受并战胜各种磨难。

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藉着基督耶稣所赐给我
们的最完全的救恩。那就是，罪得赦免、成为
神的儿女、在天国永远与主生活。各位遇到的
问题再大、再痛苦也是，只要一想到藉着基督
而来的神的爱与救恩，就不成问题了。神在基
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与救恩是足够的恩典，足
以使我们承担和面对一天的难处。
3。使徒保罗因加在身上的那根刺领悟到，
当他软弱的时候，基督的能力覆庇他的事实。
不管是你经受的苦难是肉体的，物质的，还
是精神上的，总之大部分的人都通过苦难正确
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软弱。其实，使徒保罗
带着身上的刺为见证基督，尽心竭力；建立教
会，呕心沥血；传扬福音，将生死置之度外。
不认识自己的不足和软弱的人，根本不可能知
道神的能力。他们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很有自
信，所以不愿意依靠神的能力，也不想得到神
的帮助，这样的人是最可怜的人。
‘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希望各位圣徒们也像保罗一样，通过亲身的
经历而做这样的告白和见证。我们身上都有
‘刺’，就像有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一样。有
些刺立即被除掉，可有些刺带来长期的痛苦，
不但如此有些刺是直到离世为止仍在身上。总
之，神允许我们身上有刺，往往为了彰显神的
美意。
① 身上的刺使我们在神面前谦卑顺服。
② 藉着这够用的恩典，我们能够忍受并战
胜各种磨难。
③ 通过身上的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软
弱，依靠主的能力，渴望得到主的帮助，因此
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使我们变得刚强。希望
各位要这样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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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保罗曾被提到三层天上得到主的显现和
启示，他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十分谨慎地说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相
反，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
覆庇他，又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
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他认为
这是有益的自夸。希望各位圣徒们对自己所经
历的异象和启示必须要谨慎说话，但是通过苦
难所经历的主的极大恩典和能力呢，一定要大
大喜乐而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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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