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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感谢赞美神 赐给我战胜困难的
能力，又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
拯救出来归向神。”

姓名 - 朴美晶

见证

为健康和医治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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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出生于全南海南的一个小山村，父母热衷于
敬拜偶像。奶奶是佛教信徒，非常相信迷信，每
年一到父亲和哥哥的生日，就请巫婆跳神。我们
村子位于较偏僻的地方，村里没有教会，但不知
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的人聚在我朋友家里向神
做礼拜，学圣经。住在城里的几位执事每周走几
十里路程到我们村里，引导人们做礼拜，教赞美
诗，当时村里只有几个人信耶稣。   
  我上小学之前，也参加他们的活动，一起学圣
经，唱赞美诗。我特别喜欢唱赞美诗和学圣经，
便瞒着奶奶和母亲，偷偷的跑出来，一路沿着田
埂，去朋友家里做礼拜。后来，被奶奶发现了，
害得我挨了一顿训。奶奶经常对幼小的我说，要
是一家人侍奉两位神，就会家破人亡。
  我毕业以后，到首尔找工作。我第一次离开父
母，在陌生的首尔独自一人生活，觉得孤单，又
很害怕。做公交车上班时，看见路边的花草，就
想起家乡，觉得那么亲切和温馨，不知不觉中泪
水汪汪而下。我在单位工作了快到两年时，通过
朋友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老公性格温和，诚
实，看起来很好，但是结婚以后才知道他特别喜
欢喝酒，喜欢跟朋友玩儿，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
  1990年3月，恩典与真理教会的有位劝事带我
去了教会，从那天起，我认真过着信仰生活。虽
然小媳妇的日子很苦，再加上老公总是晚归，心
里难过伤心，但我背着孩子去教会做礼拜，向神
祷告，唱赞美诗的时候觉得最幸福。
  那段期间，我面临极大的患难。1995年，5月
份，我二哥哥出了一场车祸，是一个醉酒驾车的
人撞到哥哥的车上，当时哥哥伤得很严重。听到

  我们看一下约翰三书二节所说的，对身体
的健康与心灵的健康。我们为病得医治祷告
的理由是这样。
  第一  因为我们相信充满爱和能力的神。
虽然父母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女，但无法代
替儿女的痛苦，因为没有能力解决所有的问
题，可我们的神满有爱，满有能力。
  第二  因为神指着自己说是医治我们的
神，并且又治好了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从
埃及得释放，过红海以后，神亲自对百姓们
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埃及记 
15:26)
  第三  因为耶稣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治好了
许许多多的病人。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马可
福音、路加福音里有很多耶稣医治病人的场
面。为得医治来找耶稣的人当中，没有一个

人受冷落，或被赶走。
  第四  因为藉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包括
身体的医治。藉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极其
丰盛；罪得赦免，称义，战胜撒但的诱惑和
罪恶，肉体的复活，及进新耶路撒冷，成为
富足，并且又包括医治。
  第五  因为耶稣一再命令祂的门徒们去医
治病人。(马可福音 16:15-18) 门徒们顺从
耶稣的话，有神迹随着他们，许多病人得痊
愈。(马可福音16:20)
  第六  因为圣经记载基督徒必须为病得医
治祷告的内容。“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
大有功效的。”(雅各书 5:14-16)在这里说
的‘义人’是指信耶稣的人。
  第七  因为为疾病祷告的时候，经历医治
的恩典，就能得到很多好处。病人的信心会
增强。由于病得医治的事，向神献上感恩，
把荣耀归于神。给不信的人讲病得医治的
见证，就容易接受福音。并且，以健康的身
体，竭力多做主工。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但是
人们在生活中无法摆脱疾病的威胁。即便如

此，只要我们打开心门，考查圣经，就能够
明白惊人的事。神希望我们健康，如今也在
医治我们的疾病，而且神把医治的使命赐给
教会和圣徒们。
  现代医学发达真是不可思议。神把治病时
需要的有益的材料放在植物、动物、矿物里
面，又把智慧赐个人们，好让人们制造药物
和治疗器具。所以接受医生的诊察、治疗、
用药，这不是违背信仰的事。但是，请不要
忘记万事都离不开神的帮助的事实。不但如
此，医学治不好的病，蒙主的恩典病得医治
的事到处都有。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
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 13:8)，
正如这段经文一样，主依旧怜悯，并医治为
身上的疾病而来到主面前的人。
  希望各位一定要记住为病得医治祷告的这
七种理由，并以恳切的心向神祷告，享受病
得医治的恩典与健康。

这消息以后，我坐了六个小时的车，赶到全南顺
川的一家医院。我一进病房看到哥哥的时候，愣
愣的坐在地上不动，一副失魂落魄的沮丧模样，
一直沉默不语。哥哥的双手和脚被绑在床上，又
戴着氧气罩。开车的人当场死亡，其他生存者都
跟二哥一样处于病危状态 。
  医生说，我哥脑部伤得严重很难恢复，必须马
上动手术，插氧气管到肺部。当时我29岁，大哥
33岁，父母不谙世故，是朴实的农夫。大哥到处
打听事故真相,忙得不可开交，父母的身边也没
有可帮助我们的人。我头脑发昏，单单仰望神，
祈求神的帮助。
  我将八岁的儿子和五岁的女儿托付给妹妹照
顾，然后和父母在医院轮流照顾二哥。哥哥得了
失语症和失忆症，成为植物人躺在重症监护室。
每天定时翻身叩背，扶他起来洗澡，照顾病人确
实很辛苦。尤其是，用吸痰器把气管内的痰液吸
出来的时候，怕得手都发抖。我护理哥哥都有两
个月了，但没见任何效果。有时，我抽空回家处
理家里的事情，然后拿着钱再回医院。
  对我来说，我儿子和女儿是我人生的全部。我
以为我婆婆会照顾好他们，但她连个安慰的话都
没有，心里很不是滋味，身心更加疲惫。这样一
来，我对老公的感情也淡化了。我对眼前的现状
无能为力，惟有神才能我们，于是昼夜在主面前
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主面前。在我们家就我一
个人信耶稣，我在如断肠一般的痛苦中，想起约
拿的祷告，便更加迫切的祷告。
  二哥遭遇车祸已有四十三天，那天我在他旁边
向神祷告，那时竟然恢复了意识，似乎是想到了
那天的车祸，突然发出一声喊叫，好像要逃跑。
我很吃惊又很高兴，一口气跑到护士室，这真是
奇迹。此后，我一有空就给二哥听赞美歌和牧师
的讲道，又给他读圣经。
  护理二哥时，我发现体重减了八公斤。当时我
想跟老公离婚，不看婆婆的眼色，专心照顾二
哥。因为我没有信心让老公和婆婆理解我，也不
想给老公太多的负担。有一天，我跪在老公面
前，说：“我爱你，也非常爱我们的孩子，但现

在对我最重要的，就是救活我二哥。”我求他跟
我离婚。那时他问我，‘为什么你一个人要承担
这么大的担子，我跟孩子对你来说算什么？’之
后，老公经常到顺川和我一起照顾二哥，这给了
我莫大的支持和安慰。
  二哥住院一年后，医生诊断2级伤残，然后出
院。我把二哥送到海南娘家，他虽然意识恢复过
来了，但还需要有人帮他洗澡，及处理大小便。
因治病欠人家许多债、身心疲惫、患痴呆的奶
奶，眼泪不止的父母……，即便如此，娘家的人
心刚硬，始终不肯接受耶稣。
  过了十四年后，面临更大的患难。这一次我大
哥遭遇车祸，处于病危状态，在广州大学的医院
里抢救。我对他说：“哥，你一定要信耶稣！”
可他却没听见，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发生车祸
第十三天就过世了。我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
‘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有过这事以后，
我得到神所赐的安慰和力量，打起精神，诚心诚
意事奉神，热心参加礼拜，便给婆家的人和娘家
的人传福音。我的祷告和传道终于结出果子了。
经历二哥的车祸，以及大哥突然死亡，娘家父母
才懂得人生的虚无和人的无能。他们意识到崇拜
偶像，追踪迷信都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便决定
到村里的教会决志信主，迎接耶稣基督。之后，
母亲先去了天国，父亲和哥哥在恩典与真理教会
安山圣殿热心参加礼拜，过着以主耶稣为中心的
生活。我目前在恩典与真理教会安养圣殿做礼
拜。我那顽固的婆婆也得到神的救恩。
  回顾过去23年的岁月，真是多灾多难，日子过
得非常艰难。若没有神的安慰和帮助，我就会被
危险所吞噬，因为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没有力量
抵挡各种的灾难。感谢赞美父神，时时刻刻与我
同在，保守我。我在祷告神，求主让那些还未信
主的大姑子和我儿媳妇尽快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
主。我相信神一定应允我的祷告，总有一天我们
一家人坐在一起做家庭礼拜，高声赞美神。我们
全心向慈爱的神献上感恩与赞美，哈利路亚！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马太福音 11章 1节 – 8节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
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作的
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
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
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
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
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他们走的时候，耶
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
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
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因耶稣跌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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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审判世界而再来的耶稣是同一位耶稣。

施洗约翰却不晓得基督的初临和再临，这两

件事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要是按照自己

的想法去理解耶稣基督，就容易在信心的道

路上跌倒。使徒保罗责备并警告哥林多教会

的信徒们，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

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着你们另受一个

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

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吧

了”这是因跌倒的人和受迷惑的人而产生的

圣洁的怒气。‘另传一个耶稣’是指，与耶

稣的门徒们所传的耶稣不同，是被歪曲的耶

稣。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些种类。

  1。有些人说耶稣不是实际存在的人，是

神化和传说中的人物之一。 

  早在两千年前，神的独生子耶稣因圣灵感

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看新约圣经就知

道马利亚未婚怀孕是超自然的神迹，但是生

孩子的时候是正常的。耶稣在世上活了33

年。要是否认这样的事实，或者歪曲这事实

的人所说的耶稣，便是‘另一个耶稣’，不

是照圣经所说的耶稣。

  2。有些人承认耶稣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的人物，但说耶稣只是伟大宗教人物而已，

绝对不是神的独生子。

  耶稣是圣子神，受到父神的差遣来到这世

界。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道成了肉身住

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

光。’(约翰福音 1:14) 耶稣说‘我与父原

为一。’有些人觉得耶稣只是与其他人相比

与众不同，其实他们认识的耶稣并不是在圣

经里所说的耶稣，而是‘另一个耶稣’。

  3。有些人说，实际上耶稣没有肉身，那

只是神让人们看到的幻想而已。

  他们却把基督和耶稣分开了，而且又教导

耶稣受洗的时候基督临到他身上，然后耶稣

受十字架的苦难之前已经离开了。然而耶稣

以肉身来到这世界，受苦难，被钉死在十字

架上，祂是神唯一的独生子。否认这一事实

的人所说的耶稣，不是在圣经里讲的耶稣，

而是‘另一个耶稣’。

  4。有些人主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

是真的，但没有复活。

  他们说，耶稣并没有死，暂时处于假死状

态，后来醒过来之后逃出了坟墓。有些人主

张耶稣的门徒们把尸体偷偷地运往他处，便

散布谣言说耶稣复活了。有些人主张门徒们

都切切盼望耶稣复活，他们看到的是幻想，

而不是事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主张，总之不

信耶稣复活的人所说的耶稣，便是‘另一个

耶稣’，而不是在圣经里讲的耶稣。

  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祂以肉身来到这世

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

复活升天。如果你想的与此不同，那么你说

的是‘另一个耶稣’，而不是在圣经里讲的

耶稣。传‘另一个耶稣’的人，必受惩罚。

信‘另一个耶稣’的人，必不能得救。我们

必须对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拥有信心，这

样就不会受迷惑，跌倒。

  第二  因耶稣跌倒的人信耶稣的理由
不正确。

  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耶稣问：“你

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人们到

旷野的目的是为了听施洗约翰所讲的福音，

及接受约翰的洗礼。‘你们从前出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耶稣提出的问题可以改为

‘你们去教会，是要看什么呢？’去教会和

信仰生活的意思大致相同。过信仰生活的理

由却不单纯，但要是信耶稣的主要理由是属

肉体的，那么总有一天会跌倒的。那几个理

由是这样；1。在生活中事情没有按照自己

的想法和心愿进行，或者事情的结果与自己

祈求的内容不同，就认为信耶稣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方法，所以丢弃信仰。2。若是判断

信耶稣将妨碍他实现自己的欲望，就丢弃信

仰。３。在教会里遭遇创伤性事件，就丢弃

信仰。４。遭受极大的逼迫，就丢弃信仰。

  如果信耶稣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得救，这

样就不会跌倒。得救的核心是罪得赦免，

得永生，进天国。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拯救

我们的救世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去。”(约翰福音 14:6) 使徒彼得被圣灵充

满，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

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

救。”(使徒行传 4:12) 

  使徒彼得被圣灵感动，在书信中说了这样

的话，“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

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前书 1:8,9) 

希伯来书记载：“我们若忽略这麽大的救

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主亲自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

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

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希伯来书 

2:3,4) 没有比得救更重要的事情。若是离

开耶稣基督，就不能得救。如果信耶稣基督

的主要理由是灵魂得救，这样就不会因耶稣

跌倒的。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希望各

位用‘阿们’来回答耶稣所说的话。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耶

稣亲口说的话。希伯来语‘跌倒’的意思是

‘圈套、陷阱障碍物’，翻译成希腊语就

是，走路或跑步时被物件绊住脚而摔倒的

意思。所以‘跌倒’是指，在信心的道路上

‘绊倒，脱离’。圣经用比赛来比喻信仰生

活。信仰生活如同障碍物赛跑。跑步的时候

有很多障碍物，容易叫人摔倒。耶稣说：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可又说：“凡

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果真有因耶稣

跌倒的人吗？虽然难以相信但这是真的，的

确有很多这样的人。由于他人绊倒的人，双

方都有问题。不过，因耶稣跌倒的人就不同

了，这根本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因耶稣跌倒的人。

 

  第一  因耶稣跌倒的人并没有按照圣
经话语，拥有对耶稣的信心和知识。

  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作的事，就打发两

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为什么这么问

呢？其实施洗约翰知道弥赛亚耶稣将审判世

界，必要恢复以色列。但是他听到耶稣所行

的事以后就有些失望，因为耶稣做的竟是医

治病人，行神迹奇事，丝毫看不出他要施行

审判。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

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

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

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

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 11:4-6) 耶稣

明确地说自己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医

治病人，以及传播罪得赦免的福音。

  为了拯救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及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