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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 1:17)

“感谢主，让我藉着神的话语有
坚固的信心，并且每天沉浸在神
的话语里面，让我的生命得着更
新、得着活力，过着幸福的生
活。”

姓名 - 李炳姩

见证

若有人要跟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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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四岁丧母，由奶奶抚养长大。我和父亲身体

特别虚弱，家里的长辈们经常担心的说：“往

后，他们能照顾自己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

父亲再婚，继母不喜欢农村生活，我们就搬到首

尔去住。我经常和继母发生冲突，在成长过程中

经历迷茫、困顿、彷徨、叛逆，性格也变得粗暴

而消极。当时，我只想尽快长大成人独立生活，

做专业性的工作，又想早点结婚，过上生活宽裕

的好日子。

  我二十多岁结婚，丈夫四岁丧父，他和我一

样，内心受满了创伤。我们都渴望爱情，但不懂

得付出,也不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就不顾一切

只想占有。我们双方缺乏理解和慷慨，经常因一

些小事发生冲突，弄得我患上忧郁症和社交恐惧

症。   当我面对累累创伤带来的苦难之时，有

一位熟人给我传了福音。就这样，我听到福音以

后决定去教会，事奉神，过信仰生活。当时，我

住在首尔蚕室，去了离我家不远的教会，第一次

参加礼拜，那时我三十岁。

  主持人敲钟，礼拜开始了，眼泪就不知不觉流

了下来。我只顾着哭，却没有听到牧师的讲道。

礼拜一结束，我就停止哭泣，真是好奇怪。我哭

了一个多小时，觉得有点惭愧，便打算偷偷的溜

出去。那时传道士走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告诉我说，是圣灵带领我认罪悔改的。

  当时，我根本不认识圣灵是谁，悔改是什么，

  阅读圣经、信基督的人，成为异端和假基督徒的根

本理由是，因为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解释，随意曲解

圣经，并且对于耶稣基督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们从

圣经中看看这一类型的人。

  1．耶稣和门徒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文士来，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那

里去，我要跟从你。”他以为耶稣是犹太人所期盼

的弥赛亚，也是恢复大卫时代的荣光的政治性弥赛

亚，于是想，要是耶稣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

治，恢复大卫时代的荣光的话，耶稣身边的人，一

定能取得很高的地位。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

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听了

耶稣说的话以后觉得好意外。想跟从耶稣，就得先

做好心理准备，这样的话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逼

迫也不会惧怕、动摇。

  2．由于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产生的冲突，以及祝

福孩子的事，旅游暂时中断，后来他们重新上路时

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人跑来，跪在耶稣面前问：“善良的夫

子，我该作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欣赏

他的真诚和热情，很希望他能够正确地理解律法。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财主听了，脸上就变了色，忧

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如果对于得救

和永生的问题，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这样就

会忧忧愁愁地离开耶稣。

  3．自称为耶稣的门徒之人，因失望而离开耶稣时

所发生的事情。

  耶稣在迦百农会堂里教训众人，说：“我是从

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

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

所赐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

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

喝的。”(约翰福音 6:51,54,55)‘吃我肉，喝我

血’，这话的意思是，因信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联

合，然而门徒们却没能理解，多有退去的，不再和

耶稣同行。加略人犹大却没有按照圣经预言，及耶

稣所说的话具有弥赛亚的观念，而照自己的想法具

有弥赛亚的观念，因此犯了可怕的罪。那天夜里耶

稣被捕了，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走了。耶稣受审的时

候，彼得在耶稣面前三次否认主。他们这样做是因

为耶稣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所以对弥赛亚的

期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告诉门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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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

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狠狠

的责备彼得的理由是，因为彼得照自己的想法去判

断耶稣的苦难。

  否认耶稣基督的苦难与死亡的理论、主张都是从

撒但而来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又从死里

复活的耶稣基督才是救世主，否认此事的哲学和神

学都是从撒但而来的。你想的，教导的若不是在圣

经中所启示的弥赛亚，那就是属于撒但的，并且你

信的跟圣经不一致的话，就是假基督徒。

只是觉得很惭愧，急急忙忙走出圣殿。但我没走

几步，却发现心里有了惊人的变化，过去烦闷忧

郁的心情竟然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知从

何而来的平安和喜悦。我在路上反反复复地说

了，感谢，真是很感谢。 

  之后，一到星期天我大清早就起床，准备早饭

以后去教会。那时只要一想去教会作礼拜的事，

就觉得特别开心。但奇怪的是，做完礼拜以后一

回家，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想不起牧师所讲的道，

竟然忘得一干二净。刚开始我以为自己记性不

好，就打开圣经看，然而这对我只是白纸上的黑

字，怎么看也看不懂。我做礼拜的时间，觉得很

开心又幸福，可惜没有享受到从主而来的属灵的

喜乐。

  那段期间，我们搬家到安养来住，之后去了恩

典与真理教会。我参加礼拜，第一次听堂会长赵

牧师的讲道，当时感觉跟往常不同，每一节经文

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从那一天开始，我蒙受

神极大的恩典。有一天，我通过牧师的讲道蒙受

恩典，回家以后，打开圣经看加拉太书第四章

七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内心深处涌动着一

份不可言状的感动。“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

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

嗣。”在那一刻，我无比感激、无比高兴，便感

谢赞美神。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

来的。”(罗马书 10:17) 从那开始，我忍不住

不传福音。复活的主，对我们说话的主，为了赦

免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

主，得救的福音，这一切我不能不传，传福音的

火焰时刻熊熊燃烧在心头。

  我每天都看圣经。谈恋爱的时候，也没有这

样想念过一个人，主耶稣的爱真奇妙，何等长

阔高深，还有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及保慧师圣

灵的引导和事工，别提有多感谢。当我一想到

这一切，爱主耶稣更深，甚至激动的晚上都睡

不着觉。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

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罗马书 8:18)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

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

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 

11:29,30) 虽然丈夫逼迫我，又遭受各种患难，

但藉着主所赐的平安和喜乐足以战胜，并且对主

的爱变得更加深厚，听讲道的时候懂得神的旨

意，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心中充满喜乐。

  我听牧师的讲道时，好像耶稣在问我‘你爱我

吗？’就像耶稣问彼得一样。我很感谢主这样问

我，真是无比的开心啊！我向主表白‘主啊，你

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之后，我更加

热心去传福音，让许多许多的灵魂归向神。圣灵

改变了缺乏理解的我，以及自我意识强烈的我。

  我以前很羡慕劝事职分，现在我已得到这一职

分，竭尽全力服侍教会和信徒。感谢以便以谢

的神 拯救我，又时时刻刻与我同在。感谢赞美

神，借着圣灵和圣经话语教导我、引导我。

  从我第一次参加恩典与真理教会的礼拜开始，

直到现在，堂会长牧师始终基于圣经讲道。通过

牧师的讲道，我们竖立正确的国家观和圣经观，

过着以主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在此，我向堂会长

赵牧师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想用我最喜欢的祈祷文结束这一见

证：“主啊！感谢你让我时而生病，因为这样我

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感谢主偶尔把我扔在孤

独的泥沼，因为这正是接近主的好机会。感谢

主，让事情没有按照我的计划而进行，这样我才

能反省自己的傲慢。感谢主，让儿女的事成为我

的心事，因这样我才有了成就感。感谢主，有时

让我过着艰难的生活，这样我才能够知道什么是

含着泪吃下面包的滋味。

感谢主，让我生活在充满不义和邪恶的世界里，

因为通过这样的社会我认识到神的公义。感谢

主，让我尝到人生苦楚，这样我才能意识到主的

爱。主啊！感谢主让我经常怀着一颗感恩之心而

生活。阿们！”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马太福音 14章 22节 – 33节
耶稣随既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
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祷
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
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
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
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
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
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
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
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
去，便喊着说，主阿，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
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他
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主的意志能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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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打了一夜都没有打着鱼。彼得非常失

落，在湖边洗网。

  那时突然有很多人向湖边涌来，原来他们

都是为了听耶稣所讲的道而来的。为了更有

效的给众人讲道，主在寻找合适的场所，那

时正好看到了彼得的空船。主借用彼得的空

荡荡的船，在船上教训众人。彼得按照耶稣

的吩咐把船撑开,稍微离岸,然后在旁边听讲

道。耶稣的所讲的话，深深铭刻在彼得的心

头。他闷闷不乐的表情明朗了起来，听到主

的道以后，忽然一下子就醒悟过来，心中产

生对耶稣的信心。他心里充满了期盼，感觉

好像要发生什么好事。

  讲道完了，耶稣对彼得说了意想不到的

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其

实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与渔夫的经验和常识

不符合，因为打鱼要在夜间进行。再说，太

阳出来了，到水深之处打鱼是不行的。彼得

以打鱼为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渔夫，但

他立即对耶稣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

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众

人都觉得彼得的行为有些奇怪。彼得立即上

船，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在那一瞬间，发生奇异的事情。当他要拉

上来时，太重了，因为圈住许多鱼，网险些

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

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

去。在场的人看见了都惊叹不及。就在那一

刻，彼得学会了‘耶稣的意志能改变现实状

况’‘比当前的实际状况更重要的就是耶稣

的想法和旨意’的事实。

  第二  我们看一下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
鱼喂饱五千人的事情。

  有一天，门徒们出去传道，回来了将一切

所作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耶稣，并且又

告诉耶稣施洗约翰被杀的消息。耶稣打算暗

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便离开迦百农，

坐船度过加利利海东北岸的伯赛大那边。众

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

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

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开口教训

他们许多道理。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

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

些人吃呢？”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

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

的。”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有一

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对

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

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

么呢？”耶稣说：“拿过来给我。” 耶稣

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

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

坐下。当时除了妇女和孩子之外，单男人就

有五千。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

着天祝福，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

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就

吃，并且都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

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

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剩下的，

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彼得经历这

一惊奇的神迹以后，再次捕捉到重要信息。

不管情况如何，‘你们给他们吃吧’，这就

是主的想法和心意。只要有耶稣的意志，就

有办法解决了。‘比现实更重要的是主的心

意’‘主的意志能改变一切’，彼得通过这

神迹奇事深刻的明白属灵的原理。

  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以后，

随既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

 散了众人以后，耶稣就独自上山祷告。到

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门徒们下海

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迦百农去。天已

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忽然

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

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近了

船，他们就害怕，说：“是个鬼怪！”便害

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

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

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听到耶稣的话以

后，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

那里去。但是彼得见风甚大，就感到害怕，

将要沉下去，便大声喊着说：“主阿，救

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

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心里十分惊奇，都拜

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彼得运用了通过五饼二鱼的事情而学到的

原理。‘比现实状况更重要的，就是主的旨

意和主的意志’‘主的意志能改变现实状

况’，彼得运用了这些属灵的原理。彼得的

失败并不是惭愧的，而是有益的经验。耶稣

担心彼得沉下去，就赶紧伸手拉住他，和他

一起上了船。

  我们习惯于把精力集中在当前的问题上。

若情况不好，就容易灰心、挫折、心事重

重。但是，我们只要把精力集中在神的话语

上，就不会被眼前的事情所左右。神的想法

和心意可以改变现实状况。请各位不要把精

力集中在现实情况和问题上，应当寻求与问

题有关的主的话语。希望各位默想神的话

语，把精力集中在神的话语上。因此让全能

神的意志主张你们的生活，同时多多经历主

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

  信赖神，这话的意思是，坚信神的话语。

说自己是信赖神的人，但是在背后批评圣经

记载的神的话语，并且只相信圣经的一部

分，这样的人绝对不是真基督徒。人没有资

格批评神的话语，又没有那个权力。真正信

赖神的人，相信圣经记载的神的话语是，全

能而信实的神向人类表达的意志。任何人、

任何事，都不能改变神的心意和旨意。

  我们一般更加关心眼下的现实。如果情况

不好,就容易产生忧愁和不安，或者灰心、

垂头丧气，但是信赖主，就不会被眼前的

事情所左右。神的想法和旨意能改变现实的

状况，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当前的

问题上，而要仰望神，渴慕神的话语。今天

呢，我们看一下彼得学到这些真理的那几件

事情。

 

  第一  彼得打了一整夜的鱼，却没有
打到什么，但他依然照着耶稣的指示去
做，而一网撒下去，捕获蛮满满两条船
的鱼。

  有一天早晨，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加利利湖

水，湖面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笑脸，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加利利湖的四周是山和平原，

简直成了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那时有一个

渔船停在湖边，脸被晒成古铜色的彼得，手

里拿着渔网，无精打采的走了过来。彼得

身心疲惫，情绪十分低落。他和他的同伴雅

各、约翰去打渔，但打不出鱼来，他们就拼

命地打，一网不行、两网，两网不行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