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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主耶稣啊，你是我唯一的喜
乐，盼望，爱。”
姓名 - 金明淑
我出生在农村，村里的人大都是同一个姓氏的
本家亲戚，所以谁家出了什么事，全村的人就当
成自己的事来办。每年一次，村里的人一起到山
上祭拜祖。谁家办丧事，大家都去帮忙，他们跟
在灵车后面，发出呜呜的哀嚎声，那声音传遍了
整个村子。我虽然当时还小，但是看着办丧事的
过程，一个人在心里想‘人死了会怎样？死后又
去哪儿？’
有一天，我在洗手间里听到有位执事正骑着带
喇叭的自行车，大声喊‘信主耶稣！’接着放了
赞美诗，“主释放我洗尽罪污，在地如大终日欢
呼；世上难免忧愁困苦，认识耶稣天堂正路…
”奇怪的是，这首赞美诗歌词和曲调扣我心弦。
从那天起，我开始去教会。我们村里没有教会，
于是翻过一座山，到别的村里做礼拜。我听了牧
师的讲道以后，便明白所有的人都带着罪而出
生，最后灭亡，但是只要相信救世主耶稣基督，
就能得救，获得永生。当我懂得神的大爱和耶稣
基督的恩典时，就不再惧怕死亡，于是更加认真
过着信仰生活。
后来，我去的教会出现一些问题，圣徒之间发
生矛盾，我便离开了教会。那段期间，我去过好
多教会，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结果停止
了信仰生活。我结婚以后，虽然知道这样活一定
下地狱，心里觉得很挺可怕的，但是照顾两个孩
子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就一直拖着不肯去教会。
我想要是谁给我传福音，带我去教会，过信仰生
活就好了。
正好那时，恩典与真理教会的区域长和执事给

信仰专栏
为健康和医治说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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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三书二节)
神照着自己的形像和样式造人，然后把说话的能力
赐予人类，同时让人说的话带有权柄和能力。人可
以用语言创造新的现实，也能改变状况，所以圣经
多处记载语言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我们何时能蒙
受恩典呢，神何时彰显能力呢？这得看你口中所出
来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话的方法，这可以分为下
面几类。
第一 请大声说，你对耶稣的信心。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力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那时彼得回答说：“你是基
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大声说了，他对耶稣
的信心，耶稣就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他
的怀里。(马太福音 16:17-19) 希望各位要大声说
出，对耶稣的信心。
第二 凭信心发命令
耶稣对徒们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

我传福音，通过他们的帮助我到恩典与真理教会
做礼拜。教会是高大雄伟的建筑物，有很多人进
进出出的，我想里面的气氛肯定嘈杂哄乱。我走
进圣殿一看，大厅里做满了做礼拜的人，有年轻
的有年老的，整个气氛严肃庄重。参加礼拜的人
面带微笑，温暖着我的心田，觉得好羡慕。我想
我要是选择去这个教会，也一定像他们那样充满
喜乐，于是抱着期待的心情做了礼拜。堂会长牧
师的讲道，使我有了这样的确信。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
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
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
夸。”（以弗所书 2:4-5,8-9）“你们来到主面
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
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
得前书 2:5）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盼着去教会。我喜欢做礼
拜、听讲道、学圣经，还有跟区域长和其他圣徒
们一起祷告、交流的时候觉得很幸福，特别开
心。就这样，做礼拜和去教会在我的人生中占据
很重要的位置。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五岁时，因经
济问题开始上班。我还以为出去工作，也可以跟
往常一样去教会，比谁都热心敬畏神，热心参加
教会的服侍，积极传福音，但事情完全不是我想
的那样。我经常加班，把我累得筋疲力尽，勉强
参加主日礼拜。我身心虚弱，信心软弱，经常跌
倒，但是神对我的爱却永不改变，主紧紧抓住
我，免得我跌倒。主的爱无比丰盛。
2009年8月，我们一家人因工作上的问题搬到
安山来住。虽然来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可我能听到堂会长牧师的讲道，心里就踏实多
了。我们找房子的时候，第一个条件是去教会的
交通方便，第二个条件是周边环境优美，商圈发

达。我们单单仰望，祈求神的帮助。没想到神应
允我的祷告，成全我的心愿，不但小区环境优
美，交通便利，而且商圈也很发达。感谢主，垂
听我的祷告，按照我们所祈求的, 赏赐我们。
我从很久以前开始，为娘家人的灵魂得而祷
告。我对父亲说：“你信耶稣，就能去天国。”
父亲听了，说：“如果非要信耶稣，那等我老了
再信也不晚，现在我得努力工作，养活家人，没
时间去教会，你自己好好信耶稣吧。”但是后来
父亲接受耶稣为救主，去了天国。主使我们的祷
告绝不至落空或无用，主赐给我父亲得救的恩
典。丧礼是由教会来主办的，那时牧师、传道
士、长老，还有圣徒们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
爱，我们一家人深受感动。有了这事以后，家里
的人当中有不少人信了耶稣，并且我们又决定从
此不再拜祀祖先，取而代之的是做追悼礼拜。
年轻时，我因工作没有竭力做住工。一想到此
事我就内疚，觉得很过意不去。当我看到那些在
教会热心服侍的圣徒们，还有积极传福音的圣徒
们，就觉得好惭愧。趁一切太晚之前，我以感恩
之心接受区域长职分，全力以赴在我所安排的地
方尽上本分。因这样的缘故，我的信仰生活充满
活力，心态也变得年轻，在爱和奉献中获得成就
感。
感谢神，对我寸步不离，每时每刻都与我同
在，看顾我，保护我。神的爱是无限、无限制、
深不可测的，感谢父神赐给我们的爱和恩典。主
耶稣在世上的期间，分享的爱、付出的爱、成就
的爱、医治我们的爱、拯救我们的爱，我都铭记
在心里，一定效法主耶稣服侍的榜样。为了担当
主赐给我的职分和使命，用祷告和圣经话语来武
装自己，以主的爱服侍区域里的圣徒们。我无论
得时不得时总给不信耶稣的人传福音，并且又结
出丰盛的传道果子，从中得到属灵的喜乐，真是
万分感激神的恩典。

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
了。”(马可福音 11:23) 这话的意思是，凭信心发
命令时，极大的问题奇迹般的被解决，重如泰山的
问题也被解决。希望各位依靠神的应许，及耶稣基
督的代赎之恩发命令。
第三 我们要养成凭信心说话的良好习惯。
大卫听到了被敌人包围的坏消息，那时他依靠神
凭着信心说话，结果神使大卫转祸为福。使徒保罗
遇到患难时，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
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
练，老练生盼望。”(罗马书 5:3,4) 使徒保罗陷入
困境时，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
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
8:28) 保罗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受众人迫害，感到
无能为力的时候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
事都能作。”(腓立比书 4:13)
像这样，他抱着希望凭信心说话，战胜所有的困
难，在各处建立教会，更广泛地传播福音。
第四 我们说话要始终如一，并保持一贯的态度。
如果说了信心的话语，态度一定要始终如一。就
算辜负了自己的期待，也要保持着一贯的态度，说
信心的话语。耶稣见外邦女人始终保持着一贯的态
度，又凭着信心说话，就治好了她的女儿，因为她

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马可福音7:2430) 无论谁，只要彻底相信主的爱和能力，同时保
持一贯的态度，凭着信心说话，就能得到主耶稣的
帮助。
第五 按照神的话语，相信使无变为有的神。
神把亚伯兰的名改为亚伯拉罕，把撒来的名改为
撒拉。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让亚伯拉罕作多国的
父，让撒拉作多国之母。从那天起，亚伯拉罕和撒
拉虽然还没有儿女，可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
信，心里起疑惑。请圣徒们也要根据神的应许，相
信使无变为有的神。
第六 经常对主说感恩的话。
我们一定要改掉抱怨、发怨言的坏习惯。世上的
人有好事，就怀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是伤心难过，
遇到困难时，就产生抱怨。即便如此，圣徒们不管
遇到怎样的事情，只要在基督耶稣里，就能发现很
多感恩的条件。要是仔细想一想神与我们所立的
约，就容易找到感恩的理由。感恩的话语，能够消
除心理上的压力，能够激活免疫细胞，并领受神的
医治。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藉着更壮的而获得的自由和繁荣
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的门
徒，就是把耶稣卖给祭司长的犹大正是这样的人。

第三 有一个更壮的来，赶走了那壮士。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路加福音 11章 21节 – 26节
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
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
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
就是分散的。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
面打扫乾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
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
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了解他人的情况时，一般看那人的经济收入
和简况状况，因为这两种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
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但是，最优先考虑的是那
人的心灵状态。人的心灵状态不仅影响到现在
的生活，而且也影响到死后的世界。今天经文
记载的耶稣所说的话中启示着三种心灵状态。

第一 被壮士占领的心灵状态
“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
的都平安无事。”(路加福音 11:21) 从这句
话中我们能看到壮士侵占心灵，当成自己的房
子。在这里说的‘壮士’是指撒但。撒但远远
超越了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亚当的后裔堕落，
在撒但的支配之下。以弗所书2章2节记载：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
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 2:2) 说了
‘壮士看守自己的住宅’，在这里说的‘自己
的住宅’是指被撒但所占有的心灵。

第二 心灵暂时获得自由，但比先前
更不好了
耶稣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
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
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
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路加福音 11:2426) 不信者接受福音以后，去教会唱赞美诗、
祷告、听神的话语，那时鬼觉得痛苦，就离开
那人。但是那人没有坚持自己的信仰，他的心
灵就变为空屋。若没有真正的悔改，就不是真
正重生的信徒。这样的话，离开那人的鬼另带

“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
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路加
福音 11:22)‘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这是指
耶稣基督。约翰一书 4章4节记载：“小子们
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
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人靠自
己的能力绝对不能战胜撒但，但是接受耶稣基
督为助的人，不必再怕撒但，因为比撒但更壮
的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并帮助你。人在撒但的
支配之下，所以靠人的能力无法获得真正的自
由和安全，但是藉着比撒但更壮的耶稣，就能
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安全。
有一个节日使我们想起‘更壮的赶走壮士’
的话，就是8月15号光复节。当时朝鲜半岛在
日本的统治之下，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亡
国奴的生活，但是8月15号迎来了解放。我们
根本没有能力击退日本，所以我们获得的解
放，这全靠美国，美国强于日本。今年8月15
日是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获得解放73周
年纪念日，也是大韩民国光复70周年。我国获
得的解放和建国这是神特别的旨意。我们从圣
经的角度上察考，在韩国获得解放和建国前后
所发生的事情，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特
别的恩典。
神为了执行自己制定的计划，拣选民族与国
家。我们看圣经记载的有关亚伯拉罕和他的后
裔，及以色列的事情就能够知道的。神决定通
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差遣弥赛亚，所以藉着摩西
和先知赐给人类律法和预言。神把传播得救的
消息，及真神的使命交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以
色列人却有了错误的选民意识，又没有正确的
理解律法和预言。因这样的缘故，他们受神的
惩罚，经历了好多苦难。
然而，神的预言弥赛亚从大卫后裔而生，在
十字架上被钉死，又从死里复活升天。 耶稣
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便诞生了教会。耶稣的
门徒们分散，往各处去传道，就有许多教会建
立起来，在这个世上各处都有教。从罗马开
始，福音便继续不断的传到世界各地，基督徒
移居到美洲新大陆，这样诞生了称为美国的
强大国家。英国和美国承担主所托付的传道
使命。1922年，苏联共产党成立，1949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由此其立影响力逐渐扩散到世界
各处。共产主义社会剥夺信仰的自由，破坏教
会，残害基督徒。
在末日为了把福音传遍地极，神拣选一个国
家，那就是我们大韩民国。韩国教会的大复兴
证明这一主张。目前韩国有一千多万基督徒，
除了美国之外，成为世界上派遣传教士最多的
国家。不管在哪个国家，只要有韩国人，就有
教会。神为了让韩国教会执行宣教使命，通过
李承万总统建立自由民族主义国家，由于韩美
同盟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安保利益。

撒但为了破坏神的计划，怂恿北朝鲜在苏联和
中国的支持下，率先发动战争，向韩国进攻，
可撒但的计谋却没有成功。相反，6.25战争，
使韩国教会对社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带
来教会的扩散和复兴。身为基督徒必须得知道
神的旨意，及对获得解放、大韩民国成立、
6.25战争如何给予帮助。这样才能够带着从主
而来的使命感和梦想为教会、为国家献身。基
督徒应该站在神的一边，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
国家观。
我国从日本35年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
得独立。当时国土被侵占，百姓们完全失去人
身自由，遭受欺压和凌辱，过着亡国奴的生
活。烈士们为民族独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可无法从日本压制下解脱，找回国权。惊
奇的是，我们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
通过美国而获得的解放和自由，因为美国强于
日本。像这样，73年前我国奇迹般的获得了解
放，这全是神的旨意和帮助。我们切切希望南
北统一也靠神的帮助和旨意奇迹般的实现。
目前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北朝鲜用大量
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不但威胁我们国家和美
国，而且又在威胁世界和平。北朝鲜有核武
器，他们的军事力量大大超过我们国家。大量
常规武器优势在核武器面前变成无用之物。如
果北朝鲜不放弃核武器的话，和平协议就毫无
意义。我国没有核武器，所以朝鲜拥核情况下
的和平协议，那等于屈服于北朝鲜。对于核威
胁只能用核的方式来应对，我国不能拥有核武
器，只能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依靠美韩同盟
来确保自身安全。美国是具有强大核攻击能力
的核强国。我国必须依靠具有强大核攻击能力
的美国，这样才能成为比北朝鲜更强的国家。
‘主耶和华啊，那些邪恶的人造谣毁谤平白
无辜的人，愿主让他们的计谋和策划变为愚
拙，掉进他们自己挖好的陷阱里。”“成就的
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
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
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
你。”(耶利米书 33:2,3) 我们祈求神 愿朝
鲜人民获得自由，使北朝鲜福音化，相信神的
话语成为我们的现实。让我们国家获得解放、
国家的成立、在6.25战争取得胜利的主，祂比
壮士更壮。并且从罪中拯救我们的神，比撒但
更强壮。希望在国内的所有教会和信徒们，以
及全国人民一定要紧紧依靠比壮士更壮的主，
让心灵和身体享受自由、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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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