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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神使我艰难且悲伤的人生，变
为充满快乐和幸福的人生。”
姓名 - 郑英淑
我是从新归来的浪子，曾经伤害过父神的心。我出生
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一男四女中老小。直到结婚之前，
我信耶稣，过着信仰生活。后来，我嫁到敬拜偶像的家
庭，老公是长子，婚后进入婆家，便渐渐忽略礼拜，最
后却把神忘得一干二净。
我生了一男一女，赡养公婆八年。之后，我们分家搬
到安山市来住，从那起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到来，生活
过得非常艰难。跟婆婆分家以后，我的生活自由自在，
每天特别开心，但时间一过，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我想
出去找工作，就能好起来，于是在韩国电力公司上班。
自结婚以来，我除了干一些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之
外没做过什么事，所以刚开始上班的时候，觉得很开
心，没什么可羡慕的。按照我的心愿跟婆婆分家，又找
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以为以后的生活也会这样顺心。
但万万没想到，心愿实现的那一刻，就是不幸的开始。
刚开始，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是美好的开始，不过我
人生的道路上却有荆棘丛生和荒凉旷野。
我上班不到三年，公公得癌症，开始与疾病做斗争。
为了治病，他去了好几家医院，也花了不少钱，但最终
还是去世了。不仅仅如此，公公生前的债务却转移到我
们身上。我们夫妻为了还债的问题经常吵架。家里的生
活越来越贫困，除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麻烦事。周围
的很多人劝我申请破产规避债务，甚至有些人还让我离
婚。那段时间，我每天以泪洗面，被浓浓的悲伤灌溉。
我生活在黑暗里，没有希望，也没有目标，只是深深陷
入在绝望和悲伤之中，于是向公司请了一天假，浑身无
力的躺在床上。
正好那时，有一位同事来找我，她是恩典与真理教会
的信徒。她说她正要去教会，问我有空，就跟她一起
去。之前，她给我传福音时候，都没仔细听过，可那天

信仰专栏
禁酒禁烟是圣徒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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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看看圣经禁止的事情中，有关油和酒的弊
害。然后再看一下，现代医学研究已证实的吸烟的危害
和坏处。
第一 神在律法中禁止人们吃动物的脂油。(利未记
3:17, 7:22-24)
那么，神为什么禁止人们吃动物的脂油呢？从现代医
学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动物脂油沉积在血管壁上使血管
变窄，让血管运送功能变差。由于动物脂油冠状动脉失
去柔软和弹性，造成心脏供血不足，就出现心脏麻痹。
并且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恢复得也慢。冠状动脉是
为心脏供应血液的血管，如果冠脉的供血不足，就无法
满足心肌代谢的需求，心肌缺血缺氧就会引发心绞痛。
由于脂肪脑血管变窄、堵塞，影响脑组织的血液供应，
使脑细胞长期处于缺血。这样，就会引起相应大脑供血
区域的脑细胞坏死，从而引发相应大脑功能丢失，这样
的疾病叫做脑梗塞。老年人死亡原因中占得比例最大的
疾病是，心绞痛、心肌梗塞、脑出血、脑梗塞。其中的

我却毫无犹豫地跟着她去了教会。没想到那天就是在我
的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我悔改，从新回到主温暖的怀抱里，那天我接受耶稣作
自己的救主，灵魂得以改变，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
目标，从那天起便开始了新的人生。
奇怪的是，我一进圣殿，就不由自主地坐下来,真心
诚意地悔改和认罪。我听了堂会长牧师的讲道以后，深
受感动，和圣徒们一起高声赞美神，祷告神。我决志信
主，做完礼拜，走出教会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主的恩典
与爱，内心充满难以形容的喜悦，并流出了感恩的泪。
之后，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我每次做礼拜都流眼泪和鼻
涕，反复悔改和感谢。
我离开神的怀抱，长久的彷徨，伤透了父神的心。过
去的事像海啸一样涌进了我的脑海，真心诚意地向神悔
改和认罪，泪水止不住地哗哗流淌。我是一个罪人，但
是主让我明白神的心意，悄悄地告诉我‘你虽然离我而
去，可我从未忘记过你，也没有抛弃过你。’我听到这
话时心里充满感激和感恩。我用心参加礼拜，认识真神
以后，真实的感受到主的同在，于是更加依靠神，仰望
神而生活。
我和老公的关系，工作单位的际关系和工作压力，还
有那么多的债… 这一切让我痛苦的透不过气来，我单
单仰望神，不住地祷告。我在痛苦中向神大声呼吁，我
的担子太重了，实在难以承担。有一天，我流泪祷告
神，“神啊！你是理解我的。我的心被伤得好痛，老公
也帮不上什么忙，主啊，你要救我，我知道主是无所不
能的神。” 我以恳切的心向神祷告，那时突然听到了
主的声音。‘儿啊，我是知道的，很了解你的情况。我
当然知道你有多辛苦，有多痛苦。’一听到主的话，我
的心融化了。之后，完全顺服在神面前。我把一切劳苦
重担都交给主耶稣，只相信主，只依靠主，与主同行。
从那天起，家里的人和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历
经了艰难曲折，但靠神的帮助终于走出重大的危机。我
得到从主而来的安慰和激励，便与丈夫齐心协力，重新
站起来了。我们在主里面抱有希望，制定新的目标计
划，依靠全能的神，一步一步地去实践。比什么都高兴
的是，去年我老公和儿子迎接耶稣基督，认真过着信仰

生活，后来又受洗。我们一家人终于亲近神，过着以礼
拜为中心的生活。
自从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以后，忍
不住不给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传福音。我希望很多人接受
我所认识的神，也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赦免我们的罪，
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获得永生的神。神的恩典极其丰
盛，我不能不传。我给单位里的人用心传福音，一开
始，遭受他们的凌辱和逼迫，使我垂头丧气，觉得好伤
心，但我现在不会轻易被动摇，反而更加勇敢地向他们
传福音。
因为生活艰难，我没做完全的十一奉献，这使我感到
非常内疚。那段期间，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做主日礼拜
的时候，堂会长牧师讲的正是撒勒法寡妇的信仰，及从
神那里得到的恩典与福气。那女人虽然生活贫穷，可在
这艰难的情况下，也敬畏神，顺从神的话语。主的话语
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于是在艰难的生活中，我也开始献
上完全的十一奉献。我把神赐给我恩典铭记在心里，过
着为主献身的生活。
我心里充满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属灵的喜悦，同时坚信
主一定负责我们的生活。我放弃自己的一切想法，毫无
疑问的领受神话语，过着为主献身的生活。‘坛内的面
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那时我们不仅经历了
物质上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被主丰富
了。 并且，在单位和小区里结出了丰盛的传道果子。
我现在再幸福不过了。我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真是很
多，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当我默默回想，一人独
自思量，就能够明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原来我没有一时
一刻不需要主。若没有神的帮助，就永不能完成祂造我们
的目的。虽然还有很多要还的债，可我相信主与我同在，
时时刻刻帮助我，今天同样是无微不至地看顾我们，所以
一点也不担忧。以马内利的神，直到我们进入天国为止，
经常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
感谢神赐给我悔改的机会，饶恕我一切的过错，赐给
我丰盛的救恩。虽然我经历了很多苦，但是神让我的生
活变得快乐，让苦难变为祝福。慈爱的主，我感谢神的
恩典，高声赞美主的恩典，哈利路亚！主啊，我爱你！

原因有好多种，动物脂油也包括在内。
利未记3章16节的内容使我们深深的感受到神的爱。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
耶和华的。”对身体有好处的，神让百姓们吃，对健康
有害的，神却说是自己的，这是为了阻止百姓们吃才这
么规定的。在这一点，我们能看出父神对我们的爱。
第二 想保持健康，请不要喝酒。
饮酒不仅给家人，而且又给社会造成很大的痛苦和损
失。喝酒之后，人的判断力、注意力、控制力就减弱，
或麻痹，所以发生酒后开车，暴力事件等。分析血液中
的酒精含量与交通事故发生率的关系一看，当血液中的
酒精含量达到0.15%时，发生危险的几率增加了380倍。
大检察厅统计了性暴力被害案件，调查结果显示，性暴
力加害者犯罪之前饮酒过量的人占有大半数。酒精会让
大脑皮质萎缩，造成大脑功能障碍和意识障碍等，所以
饮酒等于慢性自杀。
韩国是全世界肝癌患者最多的国家。尤其是20-50岁
男性死亡的第一个原因, 也是导致疾病、诱发肝癌的主
要危险因素之一是饮酒。韩国人爱酒、好酒已经达到了
一定的境界。从前，到韩国传道的宣教士经常看见白天
喝得醉醺醺的人，在街头摇摇晃晃的场面，因此教会
便执行禁止饮酒的规定。箴言第23章记载有关禁止饮
酒的内容。神为了防止自己的百姓饮酒损害健康，就
禁止饮酒。

第三 想保持健康，请不要吸烟。
吸烟者肺癌的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13倍，每天40支以
上，吸20年者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者高60-70倍。据统
计，有85%-90%的肺癌患者都与吸烟有关。
1．吸烟与肺癌、喉癌、食管癌、胃溃疡有密不可分
的关系。
2．肺炎、流感、十二指肠溃疡、主动脉扩张、膀胱
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3．冠状动脉疾病、肝硬变，还有其他癌也跟吸烟有
关系的。
4．吸烟是脑管和脑出血的重要危险因素。肺气肿是
吸烟引起的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记载圣经的时候，人们
还没有开始吸烟，但是圣经早已记载有关禁止吸烟的内
容。(哥林多前书 6:19, 10:31)
圣经不是一本医学著作，也不是科学书籍，而是全知
全能的神所启示的道。所以在人们用五官无法认识事物
的真相的时代，只要顺从神的话语，就能摆脱多种疾
病，及避免无辜的死亡，能够健健康康的生活。禁酒禁
烟是圣徒的标志,标志是表明事物特征的记号。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凭着信心祈求神的医治
国福音，而在渐渐堕落为世俗化，信徒普
遍追求属世‘福乐’。因此欧美地区的基
督教会越来不景气，信徒人数急速减低。
没想到经济上的繁荣却给教会带来危机。
有些教会对神的医治看得很消极，所以许
多圣徒们不信神的医治，教会也不执行医
治疾病的使命。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约翰三书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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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是，传天国
福音，及为医治疾病祷告，这是非常重要
的任务之一。马太福音第九章记载“耶稣
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
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太
福音 9:35)与天国无关的福音不是真正的
福音。耶稣亲自说：“这天国的福音，要
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
到。”(马太福音 24:14)
讲述耶稣行迹的四福音书记载，耶稣治好
许多病人的事。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
病症。然后吩咐门徒们说：“天国近了，
医治病人” (马太福音 10:7,8) 复活的
耶稣升天之前，吩咐门徒们说：“你们往
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
文作凡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
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
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
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马可福音
16:15-18)
像这样医治病人和传天国福音是密不可
分的。这是耶稣亲自向门徒们命令的事，
门徒们又去执行耶稣的命令。
耶路撒冷教会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诞
生了，从那起教会便开始传播天国福音，
及医治病人。彼得和约翰奉耶稣基督的
名治好了，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美门门口讨
饭的一个瘸子，由于此事他们被大祭司和
长老关在牢里。后来，他们被释放，就到
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
的，高声向神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
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
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
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
来…”(使徒行传 4:29,30)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教会一定要执行主所交托的传福音的使
命，及为病人祷告的使命。我们要效法初
代教会的榜样，但是现在的教会却不讲天

若对神的医治有消极的想法和知识，就
必须马上除掉。对神的医治的无知、误
会、偏见有好多种。
人们主张‘现在我们都有圣经，不再需
要启示的道和奇迹。’‘使徒们按手祷告
的时候，主赐给他们权柄和能力，总有神
迹奇事随着他们，可现在这样的事工全面
停止。’许多教会牧者和神学家们以这样
的理论为基础，把医治的恩赐和体验当成
一种弊病，他们的教导给教会带来不好的
影响。除外，还有很多人对神的医治有错
误的主张和偏见。‘神是从罪中拯救我们
的神，不是医治我们的神。’这样主张的
人，对神的医治表示拒绝。
有些人主张，生病和病得医治这都是神
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单
单祈求病得医治，而要祈求照神的旨意成
就。可惜他们这样的人没有正确的认识到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阿，倘若
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
26:39) 耶稣并不是因为不知道父神的旨
意而这样祷告。耶稣为了赎世人的罪，按
照父神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耶稣的代赎
事工是，担当全人类的罪，代替罪人，被
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多次向门徒们
预告十字架的苦难。耶稣虽然明确的知道
父神的旨意，但一想到无罪的耶稣，要担
当全人类的罪，将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忧
愁起来，极其难过。所以耶稣向神祷告，
将自己完全在神面前屈服。
为病得医治祷告，这是主的吩咐，所以
我们为疾病祷告，不是妄求，而是神的旨
意。万一为病得医治的祷告，不是神的心
意，就不应该为治病祷告。为病得医治祷
告，这的确是神的心意，而且主又命令我
们为疾病祷告，这是无可置疑的。
有些人以为病人应当藉着身上的疾病在
属灵之事上有长进和进步，而不应该只依
靠神的医治，其实这是个偏见。他们这样
的人举的例子是，使徒保罗因身上的一根
刺向神祷告的事。我们虽然很难断定保罗
身上的刺究竟是什么，总之不管他身上的
刺是疾病，还是身体障碍，应该看作是使
徒保罗的特殊情况。我们不可以把特殊情
况一般化，不许犯这样的错误。
神把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的原因十分明
确，一是免得他过于自高自大，二是为了
让他时时刻刻依靠神的能力。保罗的情
况并不是阻止圣徒们为病得医治祷告。保
罗在路司得行神迹，治好了生来瘸腿的
人。不但如此，在以弗所也治好了许多病

人。有些人主张主耶稣彰显神迹，医治疾
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说，医术落后
的时代，神赐给所有人类医治的恩典，但
如今的医术和医药发达了，不必祈求神的
医治。医术和医药发达，药的品种极其丰
富，真是不可思议。甚至好多种传染病几
乎被消灭了，还有像天花一样的病毒也被
彻底征服。即便如此，人类与疾病的斗争
从未有过停止。从未有过的新的疾病，及
致命的传染病陆续出现。
另一种偏见和误会是，为得神的医治祷
告，有时也得不到医治，所以不必为病得
医治祷告。他们说，向神祷告的时候，若
不得到神的医治，就不能彰显神的荣耀，
反而给信徒们带来心理损伤，信仰会变得
软弱。请各位好好想一想，如果吃了药，
或者接受医生的治疗，可病情没有好转的
话，药店和医院就应该关门吗？我们无法
知道神做的事情。不管我们遭受的患难是
什么样的，其实没有人能够正确的理解，
或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只是神藉着圣经
所说的话和启示的范围内，心怀感恩之
心，高高兴兴地生活而已。主说了，有病
的人应该为得医治祷告，然后又说：“出
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
来。”所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祷告就
可以了。
对于祷告没有得应允的问题，圣经并没
有任何解释，这一点我们也要接受。但
是，按照主的话语，尽最大努力去做的
人，把所有的结果当作是神的引导，从
不后悔。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经验和在理
解的范围内辩论，并主张。总而言之，我
们必须照着圣经的话信，照着圣经的话传
福音，照着圣经的话遵行。因为人们不肯
承认圣经的绝对权柄，所以产生偏见、误
会、无知。
神希望人们健健康康地生活。神为了我
们的健康，把治病时需要的有效的成分，
都放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里面。又赐给人
们智慧预防疾病，并开发治疗技术和有用
的知识。神又告诉我们藉着信心和祷告预
防、并治病的方法。
主耶稣吩咐我们去传福音，为病人祷
告，所以只要你拒绝，或歪曲耶稣所吩咐
的话，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会犯下藐视主
的恩典和怜悯的罪。希望各位圣徒们一定
要听从耶稣的吩咐，同时依靠主的引导而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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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