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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癌症复发的时候，我得到神的
医治。感谢赞美神 昨日、今日、
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姓名 - 郑香顺
1997年8月，我做了乳腺癌手术。神与我同
在，并且教会里的很多圣徒们为我祷告，结果
手术成功，治疗的过程也很顺利。之后我恢复健
康，并没有出现其他异常症状。可万万想到，过
了二十年后癌症居然复发了。
去年，我因感冒经常去医院看病，吃药打针，
身体有些好转，但过了几天又开始咳嗽。星期
天，我在唱诗班里服侍，每次做礼拜的时候，不
停地咳嗽。我怕妨碍别人做礼拜，嘴里经常含着
糖。参加周三礼拜和祈祷会的时候，我就坐在最
后的一排做礼拜。
我参加区域里的祷告会时，有位区域长见我咳
嗽得厉害，便劝我赶紧去医院拍片子，因为最近
流行肺结核传染病。我听从她的话去医院拍照，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症状，但咳嗽依然顽固的折磨
着我，真是很痛苦。不知为什么，我的右腿也开
始发麻了。医生说像是发炎了，吃几天药就可
以，可我吃了很多药也没有见效，病情反而更加
恶化。后来我脚脖重复崴了两次，去中医院扎针
也没有效果。
我腿疼得都不能走路了，于是今年3月28日，
到大学医院找我的主治医生看病，我问他是否癌
症复发了。当时医生好像怀疑我患脊柱狭窄症，
便让我到脊柱科接受治疗。我去脊柱科之前，拍
了X光片发现异常，后来又拍了MRI，结果发现癌
症复发了。医生说，如果癌细胞转移到其他部位
的话，是癌症四期。

信仰专栏
我的平安 我的喜乐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约翰福音14：
27，15：11)
谈幸福的要素时，我们不能不提平安与喜乐。即使
有很多钱财，但总感到不安，闷闷不乐的话，就不
会觉得幸福的。即使他的地位再高，但心中没有平
安，总感到郁闷，就不会觉得幸福的。所以人人都
渴望平安与喜乐，同时又为了得到平安与喜乐使用
一切手段和方法。在世上得到的平安与喜乐容易枯
竭，又产生后遗症和像海市蜃楼一样的事。耶稣向
这样的人类宣布带有恩典的信息。“我留下平安给
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
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
翰福音 14:27)“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
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
足。”(约翰福音 15:11)
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是，相信并接受耶
稣基督作自己的救主的人，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
但是要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就必须做到这几

1997年，当我听到自己得的是癌症时，无比的
恐惧与不安笼罩着我，导致全身僵硬，脸色发
白，但这一次内心却充满平安。在主的圣灵的光
照之下，我变得勇敢，不再害怕了。心中的不安
消失了，我照样在唱诗班里服侍，参加教会里的
所有礼拜，及照顾区域里的圣徒们。其他区域长
知道我的事情以后也很难过，他们帮我传福音。
我决定趁病情更恶化之前，竭力多做主工，尽区
域长的职分，积极传福音，甘心乐意的奉献。感
谢的是，主看中我那颗爱神，感恩的心。
去年4月10日，为了进行精确检查，从11日到
13日做了MRI、PET和CT照等各种检查。检查结果
出来的前一天，我参加了周三礼拜，那时堂会长
牧师讲解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内容。听讲道的时
候，我蒙受神极大的恩典，心里非常感动，那时
我确信主一定藉着我身上的疾病来显明祂的能
力。礼拜结束后，我去找传道士告诉她说，神应
允了我祷告，她听了也非常高兴。
第二天，我去医院听检查结果。医生说，癌细
泡已经转移到我左锁骨下侧、脊椎骨和骨盆两
侧。我听了之后对医生说，既然这样就不接受治
疗了。医生对我说，跟二十一年前相比，现代治
疗技术取得非常大的进步，治疗效果也大大提
升，所以先割一点锁骨下侧的癌细胞培养，然后
服用最新的抗癌药，根据治疗的过程再做‘射波
刀’放射治疗。当时，我突然想起了堂会长牧师
所讲的话，‘神为了我们的健康把治病时需要的
有效成分，放在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质里面，又让
人们开发出治疗疾病的技术。’于是我接受医生
的建议。
从那天起，我接受治疗，从4月20日到7月12
日，我一共服用三次抗癌药。6月28日，为了观
察病情变化，我又拍了CT片。7月12日，去医院
取药时，医生告诉我检查结果出现异常，让我重
新拍MRI和PET片。之后17日，我跟丈夫一起去医
院打听结果检查。丈夫之前去过教会，但是对神

半信半疑，之后一直都没去教会。
有神迹奇事发生了，我看完癌症刚复发时的照
片和现在的照片时大吃一惊，没想到那些癌细胞
全都消失了。医生开玩笑的对我说：“那么多的
癌细胞都跑哪儿去了？”我笑着回答：“是神消
灭了体内的癌细胞！”，然后兴致勃勃地说了，
在教会牧师为我祷告的事，还有很多人在为我祷
告的事。那天，我和丈夫经历到神无限的能力。
4月18日，做周三礼拜的时候，神已经应允了我
的祷告，果真神藉着我要成就祂自己的工作而得
到最大的荣耀。
我丈夫走出诊室的时候，流下了强忍已久的泪
水。我趁这机会对他说：“老公，都这样了，你
还不信神吗？”医生说虽然照片上的癌细胞都消
失了，不过担心会有隐藏在体内的癌细胞，便建
议继续服用抗癌药。就这样，医生又给我开了第
四次抗癌药，现在我在慢慢减少药量，相信身体
很快就能恢复的。
7月20日，堂会长牧师在周五祈祷会中，讲了
诗篇第四十篇所记载的大卫王的见证。听了这话
以后，我遵行主的话语，立志为主作见证，将荣
耀归于神。之后，堂会长牧师连续两周讲了神的
医治，听讲道的时候，我不断高呼‘阿们！阿
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
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
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
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
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
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146:1-5）
我立志直到主召唤我去天国的那一天为止，每
时每刻都要敬畏神，诚心诚意事奉神，成为一个
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认真完成圣徒的使命和教
会的职分。复活的主，自有永有的神，我感谢主
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称颂主耶稣的圣名。

件事。
第一 尽心尽意地祷告和赞美，就能享受主所赐的
平安和喜乐。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被巫鬼
所附的使女，老跟在后面喊叫，保罗觉得好厌烦，
就赶出附在使女身上的巫鬼。由于此事，保罗与西
拉被重打以后下在监里。他们在牢里又饿又渴，
身上的伤口越来越疼了，夜深了，可还是睡不
着觉。约在半夜，保罗与西拉高声祷告唱诗赞
美神，忽然地大震动，监门打开，众囚犯的锁
链也开了。保罗与西拉在牢里赞美祷告的行
为，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不管遇到怎样的情况，只要尽心尽意赞美祷告
神，我们的心灵里就会充满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
与喜乐。
第二 默想神的话语，并依靠那些话凭信心说话，
就能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保罗完成第三次传道旅程以后，访问耶路撒冷。
那时，犹太人妨碍保罗传道，便发生骚乱事件，因
此保罗像囚犯一样被关进牢里。过了两年以后，保
罗在新任的总督非斯都面前受审时，要求在罗马皇
帝面前受审。起初微微起了南风，一切都很顺利，
但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友拉革
罗。船上共有276人，有船员、商人、军人、旅客、

囚犯。暴风持续，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
风大浪催逼，人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
没有吃什么，陷入绝望和恐怖之中。
他们遭受暴雨和狂风的袭击，被死亡的恐惧笼
罩，甚至船都几乎要沉下去了。那时保罗出来站在
他们中间，安慰他们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惟独失丧这船。因我
所属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
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
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
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使
徒行传 27:22-25)
保罗充满平安和确信的态度压倒了众人。之后，
船上的人都听从保罗的指挥，最后都得了救，完全
的上了岸。如果有真正的信心，就不管遇到怎样的
情况，也确信必然按照神的话语成就。只要你完全
相信神的话语，心里就会充满平安和盼望。不管遇
到怎样的情况，只要你尽心尽意的赞美祷告，就能
享受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和喜乐。不管遇到怎样的
情况，只要你默想圣经，并依靠那些话语凭信心说
话，就能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必有神迹奇事随着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马可福音 16章 19节，20节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
道。阿们。

耶稣从三十岁开始公开传道，在三年半的
时间里祂传播天国福音、教导众人、医治病
人。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而死，不
过第三天从死里复活，40天之久向门徒们
显现，又当着门徒的面升天。耶稣升天之前
吩咐祂的门徒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
听，要医治病人，等候圣灵。
门徒们依照耶稣的吩咐去做。他们在耶
路撒冷的一个屋子里聚集，同心合意的祷
告。第十天，门徒们被圣灵充满。门徒们领
受圣灵后,就开始说方言,行能力,被圣灵充
满为耶稣作证，医治病人。马可福音16章20
节记载：“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
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
们。”‘主和他们同工’，这话的意思是，
复活升天的耶稣，藉着圣灵的降临，与门徒
们同在，行神迹奇事，医治病人。说了‘用
神迹随着’，随着是指，求神迹之前，我们
必须准备一样东西，那就是信。要想经历神
迹奇事，首先必须信，不然耶稣就不会给你
们显神迹奇事。即使得到神的应许也是，只
要你不信，就无法经历应许的实现。
神与亚伯拉罕承诺，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
的后裔为业。亚伯拉罕的子孙原先居住在迦
南地，那时全地饥荒，他们就搬到埃及去
住。约瑟当上埃及宰相之后，他得到埃及王
的同意以后，邀请他的父亲雅各和雅各的子
孙到埃及居住。因约瑟的缘故以色列人在埃
及受优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便
把以色列人当做奴隶。耶和华曾对亚伯兰说
过：“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
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
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事的那国，我要
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
来。”(创世记 15:13,14)
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已有四百年，可他们
不愿意回迦南地。后来，他们受到埃及人的
欺压，极其痛苦，才向神呼吁。神打发摩西
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获得
神的能力，征服了埃及王，便带领以色列子

孙出埃及。但是出埃及时20岁以上的人，在
旷野漂流40年，绝大多数都死在旷野,没能
进入应许之地迦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
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其实，他们并不
是从一开始就不信，刚开始他们信神的话
语，所以跟着摩西出埃及，但是在半路上
却丢弃了信仰。从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
直到神的应许成就为止，该努力保持自己
的信仰。要是碰到破坏信仰的障碍物，就
一定要好好克服。
为了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必须将
我们的信心与神的应许接轨。光有对应许的
知识，也不能经历神迹。拥有耶稣的信心
时，掌握知识是必须的，但如果没有信心
的话，那知识是死的，一点用处都没有。罪
得赦免，获得永生，还有圣经记载的许多应
许，都是为所信的人预备的。信的人必有神
迹奇事随着他们。有许多病人为了得医治
来到耶稣面前，那时耶稣问：“你们信我能
作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
耶稣就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
吧。”使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的信心是有根据
的，就是圣经记载的神的话语，是神的应
许。把神的应许和信心结合在一起的话，就
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这真是神惊奇的恩
典。请各位不要只因获得有关神的知识，
及神的应许的知识而感到满足，要将我们的
信心与那些知识接轨。不管遇到怎样的障碍
物，也要克服，并坚守信心，这样主就和我
们同工，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
这里有我们必须注意听，并加以运用的一
段经文。箴言4章23节记载：“你要保守你
心，胜过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
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
要保守你心’这话的另一个意思是，要好好
坚守自己的信心。应当持守信心，坚固信心
的意思。从现在起，我们一起看一下那方
法。
1。运用想象力。出于信心的想象，必有
神迹奇事发生。
对神的应许的信心，通过想象将变得更加
丰盛。圣经里的很多经文，使我们具有丰富
的想象力。“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
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
尽都顺利。”(诗篇 1:3)“耶和华是我的牧
者，我必不至缺乏。”(诗篇 23:1)“求你
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
你翅膀的荫下。”(诗篇 17:8)“但向你们
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
线（原文作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
跳跃，如圈里的肥犊。”(玛拉基书 4:2)出
于信心的想象，必有神迹奇事发生。
2。请开口说话，然后宣布。凭着信心说
话的时候，必有神迹奇事的发生。
罗马书10章10节记载：“因为人心里相
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
救。”神对摩西说：“你们告诉他们，耶和
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

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民数记 14:28)
以色列百姓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
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
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神按照他
们所说的话去行，结果他们都死在旷野里。
然而，约书亚和迦勒却说：“耶和华若喜悦
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
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
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
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
他们。”神成全了约书亚和迦勒。圣徒们
凭着信心说话时，必有神迹奇事发生。
3。要凭着信心向神恳切祷告。出于信心
的祷告，必有神迹奇事发生。
雅各使徒记载；“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
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
蒙赦免。”(雅各书 5:15) 耶稣说：“你们
祈求，就给你们。寻梢，就寻见。叩门，就
给你们开门。
请各位要唱跟医治与信心有关的赞美
诗，赞美也是祷告的一种形式。神怜悯流
泪恳求的人。看新约圣经就知道，有个病
人来到耶稣面前所说的话，便是求主耶稣
可怜。“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
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
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
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这事麽。他们说，
主阿，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马
太福音 9:27-29)‘主啊，求你可怜我！’
这样的话能打动主的心。
我们虽然凭着信心行事，但有时却不能马
上经历神迹奇事，或看不到有神迹奇事的发
生。彼得无法理解耶稣所做的事，觉得很奇
怪，耶稣就告诉他说：“我所作的，你如今
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总之，我敢肯定的
是，主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凭着信心行事的时
候，主为我们行神迹奇事。圣徒们根据圣经
所记载的应许，想象、说话、祷告、赞美的
时候，主和我们同工，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奇
事，并让我们经历奇迹般的医治。希望各位
一定要带着确信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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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