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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感谢神 使我祷告蒙应允而感到
欢喜快乐，并在恩典与真理教会
生活里每一天享受主赐的丰盛恩
典，过着得胜的信仰生活。”
姓名 - 林智星
我从十岁开始去教会，当时我们家唯有
母亲一人去恩典与真理教会，认真过着信
仰生活。直到初中毕业为止，不喜欢参去
教会的我，被母亲强制性地要求每到礼
拜天，必须参加教会学校的礼拜。一到礼
拜天，很想睡懒觉，可母亲一大早把我叫
醒，让我去教会，当时我对母亲的唠叨话
产生了厌倦感。
初中毕业之际，我参加了科学高中的入
学考试。我特别希望到科学高中学习，可
总觉得自己实力不够，对考试没有一点把
握。快要考试了，可我心里没有底，内心
焦急不安。每次去教会参加礼拜的时候，
我都向神祷告，但是半信半疑，不知道仰
望神的帮助祷告，是否真的有效。即便如
此，我一旦依靠神的帮助而祷告，心里的
不安就立即消失了。
我原本以为考不上，但万万没想到竟然
被录取了，心中的喜悦不可名状，这真是
神的恩典。我知道自己的实力很差，在这
短短的时间里，是主提高我的学习能力，
填满所有的不足之处，又赐给我平安与勇

信仰专栏
我们的健康源于神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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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三书 2节)

神不但希望我们的灵魂兴盛，凡事兴
盛，而且还希望我们健康。这是无可置疑
的，因为圣经里的诸多证据予以证明。神
为我们的健康赐予许多命令和应许。神明
确地告诉我们必须禁止、排除、丢弃的是
什么，以及积极接受，并维持的是什么。
第一 神透过摩西赐给我们的律法中，
利未记12章3节讲了男孩子出生第八天就割
去包皮。换句话说，是让男孩受割礼。
割礼是割去阴茎上的包皮的一种宗教仪
式。神头一次跟亚伯拉罕提起了有关行割
礼的事。(创世记17:9-14) 割礼是神与亚
伯拉罕及其子孙后代立约的标记。犹太人
都遵守这规矩，孩子出生第八天，便受割
礼。据医学研究表明，宝宝出生第八天凝
血酵素蛋白的含量最高，最合适做割礼手
术，并几乎感觉不到疼痛。正常婴儿的凝
血酵素蛋白含量在第八天超出正常，高达
百分之一百一十的超高指数，最适合动外

气，去战胜一切不安，使我实现愿望，心
中充满对主感激之情。入学后，我每次
遇到难题，或者要做重大选择和决定的时
候，就向神祷告，同时比以往更加用心去
教会参加礼拜，打开心门听讲道。
其实一到星期天，我有时还是很想睡懒
觉，不愿意去教会。甚至有时骄傲自满，
觉得信耶稣和去教会是两码事。我虽然经
常向神祷告，可如果及时看不到什么变化
和结果，就感到失望，在信仰上也没有任
何长进。
后来，我在高考的过程当中，深深感受
到神对我的爱和极大恩典。我的资料审核
通过了，不过一看到考试卷上的问题，我
怎么也想不起答案了，头脑一片空白。
考试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我这才想起要
向神祷告。于是，放下铅笔，求主赐给我
智慧和聪明。祷告完了，我再看了看题
目，真是好神气，突然想起了答案，其他
问题对答如流，成功的通过面试。
有过这事以后，我的信仰和信仰生活发
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我，就像写作业一
样，盲目地去教会参加礼拜。但是我体会
神的恩典以后，心怀感恩之心，渴慕神的
恩典，高高兴兴地去教会做礼拜。我终于
明白了做礼拜不只是圣徒的神圣义务，也
是圣徒们的一个特权。我带着一颗谦卑的
心来做礼拜，深刻的认识到耶和华的眼目
时时刻刻看顾与保守着我，在那一刹那，
我真的很感谢神，也非常感恩！
我到恩典与真理教会大圣殿做礼拜以

后，在信仰上颇有长进。听了堂会长牧师
的讲道，我的信仰坚立在神的话语之上。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了信耶稣的最大理由是
为了得救，得救的核心是罪得赦免，得永
生，进天国。主对我们说了，不会效法这
个时代，我把主说的话铭记在心中，为国
家和基督徒的时代使命而祷告。我带着属
灵的自豪感和自信深爱恩典与真理教会。
当我有困难，就依靠神，当我有好事，就
感谢神，这已成为我的习惯。因这样的缘
故，我内心充满主所赐的平安和自由，又
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然还年轻，走过的路并不长，但是神用
恩典充满我，使我恩上加恩，满流出来。
神奇的是，主每次按我所求的成全，或者
给我机会实现它。即使有的祷告没有得到
神的应允，可回头一看原来一切都有神的
美意，神是无所不能的，主知道我们的一
切的需要。感谢父神拣选我，成为神的儿
女，并作我随时的帮助，得着主赐给我们
丰丰富富的永生福乐。
感谢主，让我借此机会为主作见证，将
荣耀归给神，我真是无比的高兴啊！我一
定效法母亲过着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全
心全意服侍教会和圣徒，积极去传主耶稣
的福音，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往后，我希望更深的经历神和享受神的同
在，多多体验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
的爱，同时在各地为主作见证，成为虔诚
的基督徒。哈利路亚！

科手术。受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和祂的后
裔立约的凭据，除外据研究结果表明割礼
又能够预防疾病。1900年初，史蒂文·温
伯格博士在纽约研究病人的记录时，发现
犹太女人几乎没有得过因感染而引起的疾
病。博士从割礼的行为中得到答案。男性
包皮过长会细菌的繁殖基地，很容易引发
包皮发炎。大多数的男孩随着年龄的增
长，包皮会自然回缩，所以小时候不必一
定要割包皮，但是现代医学表明受割礼，
能预防许多疾病。
利未记12章1节到4节的内容是，对男孩
施行割礼的规定，同时也是妇女产后的洁
净条例。神规定生孩子的女人有一段时间
是不洁净的，这完全是为产妇的卫生和健
康安排。产婴家居的日子与罪无关，乃神
特别安排，让产妇经过生产大量流血、体
力消耗及痛楚后，可以有足够休养调息的
时间。那段期间，产妇可以充分休息，好
好调养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还有那段
期间不可以同房，防止细菌感染，并对婴
孩的健康也好。
第二 看一下‘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
的话语。
禁戒勒死的牲畜，这话的意思是，不许

吃那些动物的肉。禁戒血，这也是不许喝
动物的血的意思。利未记3章17节记载“在
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
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神严
格禁止喝动物的血，这是为人类的健康而
定的规矩，是神对我们的关怀。验血就能
知道自己的健康情况。侵入体内的细菌都
在血液里，所以要是喝动物的血，就危害
健康。还有其他的问题是，要是喝鹿和野
猪的血，就感觉身上好有劲，那是因为猎
物的血中肾上腺素的含量立即上升。当动
物突然遇到很危险的情景时，或者觉得恐
怖时，血中肾上腺素的含量立即上升。喝
了肾上腺素含量增加的血，当然会感觉身
上好有劲，不过肾上腺素将破坏T淋巴细
胞。要是抵抗力一下降，身体就容易感
染、生病。早在三千年前，神就禁止人类
喝动物的血。
我们虽然无法理解神说的话，但一定要
相信并顺从神的理由有两种。一，因为这
是绝对主权者神的话语。二，因为神为我
们的幸福给了这样的话语。即使无法完全
理解神说的话，那也要相信，并顺从，这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路加福音 18章 1节 – 8节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
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
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
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
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帕神，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
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
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
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
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
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有些人以为历史毫无意义的循环往复。不过，
圣经启示人类的历史不但有意义，而且又有明确
的目标。圣经在预言这世界和历史的终结。到了
世界末日，违抗神而犯罪的人，必受神的最后审
判。世界的末日对人类来说，也不仅仅意味着悲
剧性的终结，因为人类历史是神拯救人类的历
史，乃是救赎史。拯赎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成就。
耶稣基督为了实行父神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并
且又为了引导信耶稣的人进新天新地，新耶路撒
冷，而来到这个世界。对于不信耶稣的人来说，
世界末日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信徒来说是终极的
盼望实现的那一刻。历史是在耶稣基督的初临与
再临的事件中寻找目的和意义。
耶稣再来的时候，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耶稣
亲自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
吗？”这话的意思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名
义上的信徒，而是拥有以圣经为根据的信心的
人，拥有真正的信仰的人却不多。要想理解这话
的意思，就应该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样的信心。
‘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为
了查看耶稣所说的信心，便把这话语分成三部
分，我们仔细看一下吧。

第一 有些人从表面上看有信仰，可实
际上却没有信仰。
没有检验的信仰，就很难了解其信仰的特点。
要检验出一个人是否有真正的信仰，就必须经过
试验的水火。圣经记载的那几个人物的信心是透
过患难、逼迫、诱惑和各种试练检验的。信心的
状态和性格大致分为三种。
1。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
希伯来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歌和但以理，
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他们就算被扔在火窑里，被
扔在狮子坑里也依然敬畏神，坚守自己的信仰。

2。发现自己的信心是软弱的，就反省，并使信
心变得更加坚固。
亚伯拉罕八十五岁的时候，接受妻子撒拉的要
求，与女仆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通过此事
我们能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小的。不过，亚伯
拉罕九十九岁时，坚信神的应许，在无可指望的
时候仍然满有盼望。他一百岁的时候，他的妻子
撒拉终于生了以撒。以撒长大了，神吩咐亚伯拉
罕将他的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就遵行神
的话语，拿刀要杀以撒。那时，神阻止了他伯拉
罕，却为他预备了羊羔代替以撒。亚伯拉罕发现
自己的信心是软弱的，便觉悟，使信心变得更加
坚固。
3。有些人的信心不真实，是虚伪的。
所罗门继承王位以后，刚开始是凭着信心做
事，但是享受荣华富贵以后，他的信心变得软
弱。他娶外邦女人为妻，又按照她们的要求建筑
邱坛，敬拜各种偶像。耶稣的门徒加略人犹大通
过背叛行为，证明他的信心是假的。底马是保罗
的同工，后来因贪恋世界离弃保罗，通过此事证
明他的信心不是真实的。这样的人表面上看起来
很像信徒，但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人。

第二 表面上看起来很像真实的基督
徒，但其实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虚伪的信心是指，表面上看起来像真实的信
心，可里面的内容却是另一种信心。有名无实的
基督徒可以分为以下的六种。
1。律法主义的信心
有些人以为遵守律法，就能得救，并相信人能遵
守全部律法。
2。反律法主义的信心
他们这样的人以为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人，过怎
样的生活都无所谓。
3。补充主义的信心
他们这种人以为光信耶稣基督不行，应当用律法
的行为来弥补。
4。世俗主义的信心
他们为了满足肉身的欲望，现世的欲望而过着信
仰生活。
5。宗教多元主义的信心
他们这种人以为不管信封怎样的宗教也都能得救。
6。有些人随从新神学，自由主义神学。
他们这样的人却不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人受圣
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又不承认圣经无
误。他们不信耶稣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
所生，也不信耶稣的代赎和再临，最后审判、天
国、地狱。属于这六种类型的信仰是虚伪的。

第三 有些人根据圣经拥有耶稣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信耶稣。那
么，我们看一下根据圣经拥有信心的人的生活态
度。
1。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人受圣灵的感动
说出从神而来的话，绝对无误，并以圣经为自己
的信仰和行为的准则。
2。他们相信惟有耶稣基督才是救世主，并完全
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3。他们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信耶稣基督，敬畏

神，爱神。
4。他们喜欢做礼拜，传福音，为圣徒们服侍。
5。他们确信神回应祂儿女祷告的时间往往是最
适当和最好的。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多多祷告。耶
稣说‘你求告我’‘你们祈求，寻找，叩门’。
即使神迟延了我们的祷告，那也是出于祂的美
意，所以不必灰心。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也要
积极祷告，并相信神奇妙的美意在其中的事实。
耶稣再来的日子越临近，人类获得的知识越丰
富，科学技术也更加发达。人们骄傲自满，将过
着以人为中心的生活。并且，把祷告当成是一种
形式和无意义的仪式，以及信仰生活的装饰，或
者附属物。将来会有更多人把圣经里的祷告蒙神
应允的故事，当成是虚伪的，不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为了鼓励信仰而记载的，以为这么做完全是
出于好意。这种人就像没有雨的云，树根已经枯
干的没有生命的树。如果不相信神垂听圣徒们的
祷告，应允我们的往往是最适当和最好的，那么
这样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
6。他们憎恶，并排斥破坏教会，及残害基督徒
的理念和体制。若不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7。他们憎恶，并排斥支持同性恋合法化的人。
同性恋者的人权，我们当然要保护，但万万不可
支持同性恋。假如以‘禁止歧视法律制度’的名
义，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就必定给教会和家庭带
来巨大的危害。
8。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诽谤，或伤害教会和主
的仆人，更不会包庇这种人。重生的人和被圣灵
引导的人绝不会做这些事。拥有真实的信心，按
照圣经的标准来信的人，即使遇到患难、逼迫、
诱惑也不会对神产生疑心和抱怨。他们绝对不会
为了个人的利益，丢弃真实的信心。
‘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主
说的这话，真是令人震惊。主耶稣再临之前，虽
然世上有很多教会，但真正信耶稣的教会缺不
多；虽然有很多基督徒，但是真实的基督徒却不
多。此时此刻我们要儆醒，以坚固的信心，倚靠
神的话语来分辨何为真道。我们的主耶稣看人
有没有信心，而不看人的外貌。有名无实的基督
徒，虚伪的基督徒必定被神丢弃，就如稗子和糠
一样。等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看的是有没有真
实的信心。我们必须拥有真实的信心，根据圣经
拥有耶稣的信心，不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何时再
来，都要高高兴兴地去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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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