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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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没有丢弃我，
反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伸出
那慈爱的双手，把我紧紧的搂入
怀中，让我过着以礼拜和教会为
中心的生活。”

姓名 - 韩秀瑼

见证

有关感恩的三种分类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

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8）

信仰专栏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在首尔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作自己的救
主，过着信仰生活。后来从大丘搬家到安养以
后，成为恩典与真理教会的信徒。我们刚搬到
安养来住的时候，我感到很累，累的身心疲
惫。老公因事业倒闭，我们连租房子的钱都没
有，无奈只好搬到娘家附近来住。老公离家出
走，由我一个人来维持家庭。我出去打工赚钱
很辛苦，回家后还要打理家务，因此做礼拜的
时候经常打瞌睡。
  那段期间，我开始参加了区域礼拜。区域里的
劝事很关心我，她鼓励我，在信仰生活上给了
我很大的帮助。我的信仰逐渐成长，去教会的次
数越来越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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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我
虽然也参加礼拜，却总是心不在焉，但是藉着堂
会长牧师的讲道、唱歌、读经、祷告，使我与神
有了亲切的相交和对真理的认识。我坚信神的应
许，心里充满平安，对未来有了种种期望和计
划，并且我的灵性、信心都得到了很大的长进。
  那段期间，我被任命为区域长，热心去传福
音，引导区域长礼拜。一开始，我跟一位上班的
圣徒做区域礼拜，可她因工作忙，经常参加不了
礼拜，后来又搬家了。无奈，我只好一个人做区
域礼拜，不过渐渐放弃了。去教会也是，我不想
见传道士和其他区域长。有时，传道士给我打电
话，就勉强去见她。当时，我一个人去教会，又
没有人关心我，真是觉得好孤独。生活艰苦，虽

  人人都能感受，或表现谢意，但实际上凡事谢
恩的人却不多。善于感恩的人，便是最有智慧的
人，也是最有福的人。圣经再三叮嘱人类要凡事
谢恩，并用多种方式记载真实的事例和典范事
例。即便如此，人们不去实践的原因是因为堕落
的本性。要想在凡事上心怀感激之情，并表达心
中的谢意，就必须积极地练习。今天呢，我们看
一下有关感恩的三种类型的人。
  第一  有些人表达谢意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吝
啬，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
  1．缺乏感受性
  人老了，感受性自然会下降，这很正常。但有
些人虽然老了，可依然像年轻人一样感受到喜怒

哀乐，相反也有面无表情，毫无反应的人。我们
要经常心怀感恩，不然感受性会下降，仿佛人体
的各个器官，不使用就会变衰弱一样。因此我们
要懂得感恩，学会感恩，用行动来表达感恩，养
成感恩的习惯。
  2．吝啬于表达感恩之情的人，把自己得到的好
处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把自己的辛苦当作自己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是
对于通过别人的辛苦而得到的好处，当然要表示
感激。
  3．吝啬于表达感恩之情的人，总低估别
人的帮助。
  我们不该低估别人的善意和帮助，而要向对方
表示感谢。
  第二 有些人喜欢抱怨。
  只看见没有的，而看不见有的，那自然会产生
抱怨。对神的应许缺乏信心，就会产生不满和抱
怨。能证明此事的最好例子，便是以色列子孙在
旷野里行进时所做的一切。旧约圣经民数记记载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
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

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民数记
14:22,23) 以色列子孙经常发怨言的原因，是
因为对神的话语缺乏信心。凭信心站在神的话
语之上的人，必然出现这样的现象，乃是凡事
向神感恩。
  第三 有些人善于表达心中的感恩之情。
  这样的人有以下的两种特点。
  1．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找出感谢的理由。
  虽然每天吃饭是一件平凡的事，但是在其中找
感谢的理由的话，有食欲，及有吃的东西，这都
是一件感谢的理由。像这样，我们身边有很多感
谢的理由。
  2．喜欢去数算自己所拥有的。
  我们每一天要数算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就
像收藏家一样，好好的收藏在心中，并且心怀感
恩之心，尽情地去享受这一切。
  希望各位圣徒们属于凡事谢恩，及主动表达感
恩的人。

然参加礼拜，却总是心不在焉，就这样对耶稣的
信心渐渐衰退，心中的平安和喜乐也消失了。
  在那段期间，闻所未闻的怪病来折磨我。有一
天，我刷牙的时候，突然像过电一样疼，不知不
觉的发出了‘啊’的声音。我疼得厉害，都没法
儿洗脸，吃饭。我以为牙齿出现问题，便到牙科
去看病。但医生说，牙齿状态良好，可能是神经
问题，需要到大医院做检查。我去医院做了核磁
共振检查，被诊断为‘三叉神经痛’。那家医院
推荐我到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第二天，我去
了大学附属医院，可医生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这
才意识到自己的病的严重性，于是在网上查询专
治这种病的医院。
  当时，我没法吃饭，没法洗，于是给医院打
电话预约诊疗时间，然后到离家不远的疼痛专
科医院去询问治疗的方法。那家医院给我介绍
另一家医院，那位院长说：“这种病我常见，
我都治好了两千多名呢。” 我听了立即住院开
始接受治疗。
治疗的方法非常恐怖，在没有麻醉的状态下，通
过面部注入酒精麻醉神经，在这过程中我痛得
生不如死。为了防止面部肿胀，使用冰块冷敷，
过几天后终于能吃饭了。但做手术的部位没有任
何感觉，不知道疼痛，甚至嘴里的食物流出来了
都不知道。即使这样，能吃一点东西，已经感激
不尽了。我以为这个病症治疗一次就能痊愈，可
万万没想到还不到一年又复发了。之后，每年作
一次手术。当时，我很痛苦，甚至有了放弃生命
的念头，可我知道身为基督徒是绝不可能的事。
  后来，我们又搬到安养市东安区冠阳洞，在那
里我很孤单，仍是一个人过着信仰生活。2014
年，我参加送旧迎新礼拜以后，乘坐教会巴士回
家。那时，有一位首区域长走过来亲切的问我；
“我们好像初次见面，是不是刚搬过来的？”之
后，让我和他们一起做区域礼拜。从那起，首区
域长带着我参加周一祷告会，区域长祷告会、周
三礼拜、周五礼拜和以斯帖祷告会，并且星期天
做完礼拜以后，又带我去宣教会服侍。
  我顺从首区域长的话，一起参加礼拜，与圣徒

们交往，那时内心充满平安和喜乐。我又拿着
传道纸，给不信的人传福音：“信耶稣，得救
吧！”当时，我终于明白传福音的喜乐与满足，
是这世上无法用钱财能买到的，那是无价之宝
了。尤其是，每次我到宣教会的时候，那些长老
和劝事，还有圣徒们用主的爱心细心照顾我，一
颗颗真心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就好像母鸡抱着小
鸡似的。
  我深深悔改自己过去没有认真过信仰生活，同
时暗暗决心往后积极参加礼拜，不住地祷告，
不管得时不得时努力传福音。还有像那些忠于职
守、殷勤劳苦工作的圣徒们一样，追求在生命上
的长进，并且感谢主赐给我的大爱，很想与圣徒
们分享主的恩典与爱而生活。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
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
林多后书12:9）当我被使徒保罗的告白感动，还
有对主的恩典充满感激的时候，主又给了我一次
机会，叫我承担区域长职分。虽然我还是那么软
弱，没有资格当区域长，可我相信只要自己尽最
大努力去执行这一职分，主一定赐予足够的智慧
和能力。等我完成主赐给我的使命，站在主面前
时，相信一定能得到主的称赞，我真的好期待那
一天快点到来。感谢主，紧紧抓住我的手，寸步
不离，时时引导我。我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是主
依然赐给我无限的爱和恩典，感谢赞美父神！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
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
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
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
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
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
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
23:1-6）



恩典与真理教会赵镛穆牧师

区域礼拜

  经文：路加福音 12章 16节 - 21节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
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
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
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
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
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
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
豫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
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经文：路加福音 16章 19节 - 22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
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
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
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
的疮。 后来那讨饭的死，被天使放在亚伯拉
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四种财主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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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马可福音 9:41) 为那些属基督的圣

徒，即使做出小小的奉献，也能得主的赏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可怜的财主的
故事。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记录耶稣讲给门徒们的比

喻。有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很富有的财主，他穿

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

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

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

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

财主也死了。人们为财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人们以为拉撒路是最可怜、最不幸的人，财主

是人人都羡慕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但是他们

死后的故事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他们这样的

看法和判断是不对的。拉撒路死了，被天使放

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财主在熊熊火焰中受

痛苦。

  在一般人眼里拉撒路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最可怜

的人。不过看这篇故事的结局，就知道财主才是

最可怜的人。原因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财主的灵魂处于饥饿状态，所以是最可

怜的人。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与其他受造之物

不同，人有灵魂，因此吃喝也不能解决灵魂的

饥渴。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马太福音 

4:4) 就像病重了没有食欲一样，若有人感觉不

到灵魂的饥渴，那说明他的灵魂已经处于最悲惨

的境地。如果感觉不到灵魂上的需要，或者自己

的灵魂处于饥饿状态，他就是最可怜的人。

  2。财主的灵魂处于贫寒状态，所以是最可

怜的人。

  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

乐。他富有，穿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对他来

说这不是浪费。不过他的灵魂非常可怜，因为

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以公义作衣服穿上。

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穿了用无花果树做的衣

服。用这样的方法绝对不能遮盖不义和罪恶。

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他们

穿的皮衣意味着，藉着将来代替人类的罪而死

的救世主，得以穿上公义的衣裳。加拉太书 3

章27节记载：“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

戴基督了。”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灵魂都是

赤露敞开的，所以是最可怜的人。

  3。财主的灵魂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所以是

最可怜的人。

  财主在物质上有的是钱财，有健康的身体，

穿的是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吃的是山珍海

味，天天奢华宴乐，但是在灵里是贫穷的人。

他没有属灵的知识，根本不认识创造主是谁，

也不知道人的灵魂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事实，

更不知道神掌管人类的历史，他心中没有属灵

的喜乐和平安。人的灵魂不能靠世上的知识、

地位、名誉、权势、物质的丰盛来满足。财主表

面上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但却是最可怜的人，

因为没有获得属灵的知识，里面的是空空的。

  4。财主的灵魂是孤儿，所以是最可怜的人。

耶稣对门徒们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

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

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

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

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

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

里来。”(约翰福音 14:16-18) 圣徒们面对死

亡的时候也并不寂寞，因为圣徒是父神的心爱

的儿女，所以被天使们抬到天上去。拉撒路死

了，被天使抬到乐园里去了，但是财主却一个

人孤苦伶仃的进入地狱。

  5。财主的灵魂没有得到永恒的安息，所以

是最可怜的人。

  他只为了吃饭而活着，却不在乎死后的世

界。耶稣亲自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

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

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

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

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 14:1-3) 

  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并不是说，活得悲惨、

贫穷、得重病才能进乐园的意思。而是通过戏剧

性的对比向人们宣布，进天国比什么都重要的信

息。拉撒路活着的时候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但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神、敬畏神而生活。因信

耶稣基督得救的圣徒当中，绝对没有可怜的人和

不幸的人。经济贫困，也不是不幸的人。经济上

的贫困，只能带来一些不便而已。

  身体软弱，或者有病，也不是不幸的人，因

为那些痛苦和不便不是永久的。通过这一切更

加依靠神，经历神的医治，将来身体得以改

变，必定复活。要是凭信心战胜面前的缺乏、

困难、痛苦，就在各方面能取得好的结果。因

此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是可怜的人，不信

基督的人才是最可怜的人。希望各位圣徒们为

这可怜的人竭尽全力传福音。

  今天，我们察看了‘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

却不富足的无知的财主’，以及‘对属灵的事

漠不关心，而沉弱于世俗的享乐的一个可怜的

财主。 ’亲爱的圣徒们，希望各位在神面前

富足，更加渴慕属灵的事。

  今天呢，我要讲的是在新约圣经福音书里所

记载的有关财主的故事。我们现在看一下其中

的两个人。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人生智慧，以及

得救的真理。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无知的财主。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记录耶稣讲给门徒们的比

喻。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到无处可藏的地

步。他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

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

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

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

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却对他

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

豫备的，要归谁呢？”这比喻中的财主在世上

的人眼里大有成就，算是成功的人。他家境殷

富，有很多土地，可以一生享受荣华富贵。但

是他万万没想到神要他的灵魂，就立即变为一

具尸体的事实，真是愚蠢。耶稣讲完这比喻以

后，对门徒们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

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不管拥有了多少，都将

成为事奉神的工具。在神面前富有的人为主

工，为传福音，使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财物。

耶稣亲自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

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