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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
所求的赐给你。”
姓名 - 郭顺姬
“永远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永远在我心
里，无比快乐！主永远不撇下我，慈生对我
说；我总不离开你，耶稣属我。”这是我最喜
欢唱的赞美诗，我每天都唱好几遍，就如这首
赞美诗一样，我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主。我二十
来岁时，单位里的同事传神之道给我，便接受
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存着敬畏神的心来过
崇拜生活，认真听道追求长进。
我们家是崇拜偶像的家庭，十个兄弟姐妹
中，我是老九，家里的人都热衷于偶像崇拜。
尤其是，每年一到正月初一和十五，就看见一
张长长的桌子上摆着一些已经做好的年糕，跪
在偶像面前为孩子们求福。
我虽然看着这些长大，但热心参加教会礼
拜，聚精会神地听讲道，背圣经话语，我与神
有了亲切的相交和对真理的认识，并且又认识
到惟有耶稣基督的神，才是我们所敬拜的对
象。我坚信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又相信神的
儿女带着希望和期待，以恳切的心向神祷告
时，主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感谢神 给了我如
此宝贵的信仰，我开始在教会学校和唱诗班里
服侍。
我知道相信神、敬爱神、事奉神、做礼拜的
生活尤为重要，所以到了结婚年龄，恳求主的
帮助，希望我能找到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成家
立业。主应允我的祷告，为我预备一位理想的
婚姻伴侣。我和丈夫热心服侍教会，但后来信
徒之间发生争端，导致我们教会将无可避免的

信仰专栏
当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来跟从我。" (马太福音16:21-24)

要想跟从耶稣，首先就得正确的认识耶稣，必
须按照圣经的启示相信并接受耶稣。今天呢，我
们看一下加略人犹大和彼得。
首先，我们看一下加略人犹大。
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
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和门徒们说话的时候，马利亚就拿着一斤
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
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那时加略人犹大
气冲冲地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
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约翰福音又这样
阐述，“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
个贼，又带着钱曩，常取其中所存的。”逾越节
的前一日晚上，耶稣和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城的某
一阁楼，共进最后一次晚餐。那时耶稣对门徒们
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
人要卖我了。”

走上分裂。我们祈求神的引导，便认识了恩典
与真理教会。
有一天，我丈夫去医院做体检，发现大肠有
好几个息肉，医生说这是家族型肠息肉，孩子
们也容易得这种病，劝我们特别小心。我们听
了医生的话心里十分担心，那时大女儿念高
一，她在学校做体力检查后，发现血红蛋白数
值过低，建议她到大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我带着女儿去医院做检查，发现大肠有几百
个息肉，病情十分严重，甚至内窥镜都无法进
入。医生告诉我们女儿的病情时，受很大打
击，觉得整个天要塌下来了。我很灰心，哭着
问医生这种病有什么治疗方法。医生说，这种
情况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果息肉的大小超过
4cm的话，变为癌症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通过精
密组织检查,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医生又
说，直肠息肉上的血管破裂导致严重贫血，需
要马上输血，并在直肠镜引导下进行直肠息肉
摘除术。
当时，女儿只有17岁，我实在不忍心让女儿摘
除整个大肠。我抓住医生的手哀求道，有没有
其他治疗办法。医生看了看我做出惋惜的表
情，说首先切除那些息肉，做病理检查以后，
再决定。我天旋地转，头昏眼花，只求医生切
除息肉。我真的不忍心告诉女儿实情，唯一的
办法是来到主面前，寻求神的旨意，我和丈夫
到教会在主面前不断流泪哀求。
在直肠镜引导下，一天十个小时，连续三天
进行直肠息肉摘除术。切除4㎝大的息肉以后，
做了病理检查。这一切过程我都看在眼里，觉
得全身的血液都干涸了。我赶紧给教会的传道
士打电话，请求为女儿代祷，愿她能得到神的
医治。切除息肉，做病理检查以后，医生说幸
好还没有转化为癌细胞。真是幸运，是神的恩
典。我们夫妻想象着女儿获得神的医治，恢复
健康的样子，凭信心流着泪向神迫切祷告。

‘全能的神，我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在神
没有难成的事。感谢神，医治我的女儿！’牧
师每次为得神的医治祷告时，我把手放在腹
部，喊出‘阿们！阿门！’并恳切地祷告。
每年两三次在直肠镜引导下进行直肠息肉摘
除术，女儿在痛苦中挣扎，我和我丈夫的身心
也已经疲倦不堪了。但是因为女儿的病和‘特
异体质’，我更加深爱她，为她迫切祷告。我
祷告的时候确信我女儿将成为主所重用的器
皿，过着荣耀神的生活。就这样一年两年过去
了，大肠息肉急剧减少，过了十一年后女儿终
于彻底恢复健康了！我拿着健康的大肠片子和
女儿的大肠片子做比较，相信女儿一定能恢复
健康，没想到神真的应允我们的祷告，医治我
女儿，大肠完全恢复正常。哈利路亚！感谢父
神！
“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
你。”我想着诗篇37章4节的话语，立志无论在
怎么样的还境里，都要以耶和华为乐，尊重神
的旨意。感谢主，把患难变为祝福，把试炼和
绝望变为盼望和亨通。感谢赞美神，让我每天
快乐无比，感受到无比的幸福。
我每天早上，拿着传道纸到去丈夫的公司去
做礼拜，我和公司里的人一起做礼拜已有十年
多了。虽然我和那些员工服侍的教会不一样，
但是通过恩典与真理教会堂会长牧师的讲道，
他们的灵性、信心都得到了很大的长进。当我
看到员工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心里充满对主的
感激。我希望公司里的所有员工以十一奉献表
达对主的感恩之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
神的恩赐，我们所有人都是神的管家或看守
人，故当忠心妥善地管理好这个世界和其中的
资源，并以十一奉献表达感恩之心。“亲爱的
兄弟阿，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
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1:2）哈利路亚！

约翰就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
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
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
子犹大。然后接着说：“你所作的快作吧。”加
略人犹大知道耶稣早已看穿了自己的心思，所以
他应该对耶稣怀着惧怕之心，放弃自己的计划，
可他却没有那样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彼得。
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
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彼得听了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
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之后，
接着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被捕了，门
徒们都吓跑了。可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一直进
入大祭司的院里。耶稣在大祭司的院里受审时，
彼得否认主三次。那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
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
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之后，某个晚上，彼得和其他门徒在海里打
鱼。复活的耶稣来找他们，对西门彼得说：“约
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
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

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一连三次问了
同样的话，然后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
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
年老的时候，你要伸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
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使徒约翰这样补充说明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
从前，彼得对弥赛亚的观念带上了一定的政治
性。然而，他现在认识的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弥赛
亚，而是圣经所启示的弥赛亚，也是耶稣亲口说
的弥赛亚。并且，他又明白了照着主的旨意成就
才是最完美的，因此心甘情愿的接受主的旨意。
后来，他真的被逮捕，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殉
道，把荣耀归于神。加略人犹大不像彼得，他始
终怀有贪心，坚持出于自己的信念。加略人犹大
不肯把违抗耶稣的话语和旨意的想法，及主张钉
在十字架上。耶稣多次明确地告诉过他，可他却
把耶稣卖给祭司长和长老，然后去上吊自杀，走
向灭亡之路。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来跟从我。”希望各位深刻的理解耶稣所说
的真正意义，同时一定要铭记在心里。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对于过去，未来和现在的管理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遇到困难，就回想神曾经与他同在，给予帮助的
事，便走出了灰心的泥潭。诗篇42篇6节记载：
“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
但地，从黑门岭，从米萨山，记念你。” 我们
回忆过去的事情，或者回首往事时，从中吸取教
训，这是件好事，值得表扬。并且又得到激励与
安慰，以及带给自己勇气和希望的话，那是再好
不过的事了。

区域礼拜

第二 我们看一下对于‘未来’该采取
的态度。

经文：腓立比书3章 13节，14节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
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
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
的奖赏。”

1。我们要培养自己面向未来的能力。
离开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过两年后终于到迦南
地的附近。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回来报信。那时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之外，那十个
探子却给众百姓报恶信。众百姓听了灰心，向摩
西和神发怨言，大声喧囔，整夜哭号，甚至还想
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十个探子并没有把信心建立
在神的应许之上，因此做出消极的判断，使众百
姓停留在过去，看不到未来。
相反，约书亚和迦勒坚信神的应许，及乐观的
看待问题。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
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民数
记 13:30),“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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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数记 14:7-9)但全会众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神发怒，惩罚了那十个探子。从那起，以色列百
姓在旷野漂流三十八年。结果，出埃及时二十岁
以上的人当中，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之外，都没有
进入迦南地。
2。要摆脱因过去的错误和失败而产生的罪责
感，及失败意识，向着更好的明天前进。
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之后，带着门徒们上
了橄揽山。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今夜你们
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
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彼得即刻说：“众人
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对
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
三次不认我。”彼得以强烈的语气否认，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
门徒都是这样说。但后来，门徒们见耶稣被捕，
个个四散奔逃。只有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直到
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
这事到底怎样。这时，有人认出彼得是耶稣的门
徒，他却一口否认了。第二次，又有人认出他，
他发誓不认识耶稣。第三次，有人从口音认出他
是与耶稣一起的，这次，他不单发誓，还赌咒，
说不认识耶稣。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了，然后向门徒们显现，告诉人们自己的复活。
天将亮的时候，门徒们在海里打鱼，那时耶稣来
到海边招呼门徒。门徒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
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他们吃完早饭以后，

在没有衰老和死亡的天国里，时间的流逝肯定
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不过，活在这个世上的
我们，通过时间的流逝把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
和未来。我们都活在‘现在’的时光中，但却不
能过着与过去和未来无关的生活。现在和未来受
‘过去’的影响，过去和未来受‘现在’的影
响。所以活在当下的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
面对过去和未来呢？我们要通过圣经学习，面对
过去和未来的明智、英明的态度。

第一 我们看一下对于‘过去’该采取
的态度。
1。 我们可以回忆过去的事情，也可以回首往
事，但万万不可执着于往事。以色列百姓出埃
及，向着迦南地前进，那时大多数人死在旷野的
路上，却没有进入迦南地。其中有很多原因，但
是最关键的是因为执着于往事。民数记第十一章
记载以色列百姓抱怨神，发怨言的场面。他们又
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
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
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吗哪
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民数记
11:4-6)他们甚至说：“我们在埃及很好。”(民
数记 11:18) 以色列百姓怀念当初的埃及生活，
竟然说出不符合事实的话。因为他们在埃及受欺
压，挨鞭子，辛辛苦苦地劳动，才得来一些食
物，其实那些食物根本不是白来的。他们说‘我
们在埃及很好’，他们说谎的原因是因为轻看他
们正享受的属灵的福和恩典。我们不应该执著于
往事，免得使自己的信仰变得肤浅。
2。回想过去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恩惠，心怀感
恩之心，获得战胜困难的力量是值得嘉许之处。
大卫回忆从前神所赐的恩典。“我的心哪，你
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
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
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
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
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
致你如鹰反老还童。”(诗篇 103:1-5) 大卫一

耶稣一连三次问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吗？’彼得用颤抖的声音向耶稣表白他对耶稣的
爱。耶稣就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
稣问彼得的话，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彼得一个人，
也是向着其他门徒问的话。彼得表白他对耶稣的
爱时，其他门徒们也可能跟着彼得表白了他们对
耶稣的爱。耶稣想让他们摆脱因失败和背叛而产
生的罪责感，就给他们准备早饭，以及让他们向
耶稣表白他们对耶稣的爱。并且又让门徒们喂养
耶稣的小羊，给万民传福音。耶稣希望门徒们不
执着于往事，带着希望向着更好的明天前进。
我们不应该深深陷入过去的失败之中。面对失
败和的时候，该悔改的就回改，该吸取的教训，
就将它铭记于心，并把那一段痛苦的经历立即消
除。然后，充满期待和希望毫不畏惧地鼓起勇气
向着未来前进。

第三 我们看一下对于‘现在’该采取
的态度。
时光不能倒退，过去无法挽回，未来也无法改
变。过去是现在的逝去，未来是现在的延续。我
们都活在当下，把每一个今天过好的人，才会有
美好的过去。对现在的生活忠实的人，才能期待
更美好的未来。过好每一个今天是指，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过合乎神旨意的
生活。圣经启示着神的很多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简洁明了的记录神的旨
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
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不
要销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
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
不作。”(帖撒罗尼迦前书 5:16-22) “你们或
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哥
林多前书 10:31) “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
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哥林多
后书 5:9) 遇到患难，或苦难的时候，要依靠神
这样的话语而战胜。“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
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
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
4:17,18
希望各位圣徒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面对过去、
未来、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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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