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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約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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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華僑基督教団信仰告白 

一、我們相信聖經是聖靈逐句默示的，是上帝的話，毫

無錯誤，有絕對的權威。 
二、我們相信只有一位真神上帝。祂是三位一神─聖父、

聖子、聖靈，永遠存在。三位中之每一位都有完全同等

的神聖位格。 
三、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童貞女馬利亞從聖靈感孕而生。

祂是真神，也是真人。 
四、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為擔當世人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死，第三天身體從死裏復活，然後升天，作為我們的

大祭司，每天為我們代求。 
五、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再來，包括教會的被提和祂榮

耀的再臨。耶穌第一次再來時教會將被提，這事隨時可

能發生，是在大災難和千禧年前。大災難後，耶穌將第

二次再來，親自在地上建立肉眼可見的千禧年國度。  
六、我們相信聖靈有神聖的位格。世人的悔改、重生和

信徒的成聖、蒙保守都是聖靈的工作。因此我們相信人

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七、我們相信宇宙萬物都是上帝直接創造的。我們相信

所有的生物，連人在內都是上帝在六天中創造，正如創

世記所載。一天是指 24 小時。我們反對自然主義、神化

論和進化論。  
八、我們相信人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因著本性和自由

意志，落入罪的網羅，成為罪人。人只有藉著聖靈的工

作進入基督的救恩，才能恢復成為上帝的兒女。  
九、我們相信救恩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臨到世人。世人

因耶穌的犧牲代贖而得救，與任何善行無關。  
十、我們相信「稱義」是上帝的作為，因為祂宣告凡相

信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的罪人必能「因信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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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的揀選  

  【帖後 2:13-15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

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

能以得救。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好得著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榮光。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

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教會是神在這世上特別揀選出一批人來服事祂成為世人的榜樣。從

以弗所書第 4 章我們看到神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等，在教會中神按著個人恩賜把各樣的工作和名分分給

眾人，為的是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名份對每一位服事神的僕人都很重要，在神看來更是如此。 

  當神創造亞當夏娃以後，把動物帶到亞當面前讓亞當來起名字；從

以賽亞書可以得知神給天上的每一個星星都起有名字；聖經裏面也常

常出現耶和華的的名，神對僕人摩西說若有人問起我是說誰，你要說

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華。在新約中更是如此，耶穌經過徹夜禱告後從

70 個門徒中特別選出 12 個來做使徒。我們在服事中經常進入一個誤

區，覺得服事神，神知道就行那些名分要不要都可以。若真如此神也

不用徹夜禱告特意來選出 12 個使徒了！有沒有名分在神看來非常重

要，直接關係到神所賜我們與眾人不一樣的恩賜和恩典。我們若是尊

重自己名份的神也會倍加尊重我們，因為當我們有這一個名分在身的

時候我們在服事神的道路上不會輕言放棄，因為我們有和這個名分等

同的責任在身上。我們知道每一位同工名分的重要性後，我們又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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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行？ 

一、揀 選 

  【帖後 2: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

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 

  今天我們得以在神家服事與神同工，不是我們比別人好，乃是神的

恩特別揀選了我們。 耶穌在談論葡萄園工人的比喻曾經說過這樣一

句話：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有古卷在此有：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所以我們既

有這樣服事神的機會就更應該盡忠在自己所服事的事上，因神特別給

我們的名份而不住的多多感謝神！ 

  我們在教會服事中一定要謙卑靠著主耶穌基督，因為一切都是藉著

祂成全的。在哥林多前書 4 章 7 節保羅提醒我們【使你與人不同的是

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

受的呢﹖】我們所能做的一切都是從神那裏所領受得到的，不應自誇

驕傲！若有驕傲的心憑著自己的手做事，那麼我們所做的在身面前就

得不到稱許，更不能領受神給我們這些服事祂人的祝福！因為人所能

做的神沒有一樣能達到神的標準，只有神藉著耶穌才能成全萬事。 

  神召以色列人的時候並不是因為他們人多，相反的他們在各國中人

口最少。我們教會也是如此，人並不多，但神仍然使用我們，因我們

在需要福音的地方建教會，開團契！並且我們在神面前禱告明年要建

堂，雖然現在還沒有一點眉目，但我們相信若能常常謙卑在神的面前，

凡事禱告交托，神一定為我們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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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服事中會有很多困難，但我們既是神的揀選的祂也必保守到

底，我們也要常常攻克己身蒙神喜悅，不要輕易放棄服事神的機會，

神的揀選自有祂的美意！ 

二、成 聖 

 【帖後 2:13 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

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帖撒羅尼迦教會是很好的一個教會，在當時也是眾教會的榜樣。保

羅在此地傳了兩星期的福音。在這僅僅兩星期內帖撒羅尼迦教會的眾

人就離開偶像來敬拜神，並且成立了教會。 

  在羅馬書中我們看到猶太人和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唯有接受主耶

穌這個贖罪祭才能得救。並且告訴我們如何來勝過這些罪，那就是接

受聖靈，我們只要將身體獻於神就能勝過罪！ 

  保羅常常在他的服事中也給了我們很多好的見證，他常常攻克己

身，克服肉體的軟弱！雖然常常受到人言語攻擊和各遭患難，但他從

沒有退縮，總是謹遵神的旨意，順服在神的面前，以至可以靠著神成

聖！我們知這即已得救的就不能總在罪的轄制下，要常常攻克己身當

我們在服事時魔鬼總是想盡各樣的辦法用各樣的言語和事情來攻擊

我們，但我們要堅守在神的面前，過一個得勝的生活，只有這樣才能

在神面前成聖。我們在罪中的時候身體裏經常有兩個律在爭戰，罪的

律常常把我們擄去，讓我們做我們所不喜歡做的。所以我們要常常接

受聖靈的管制渴慕讀神的話，因為神的道是就是真理。只有神的話才

能讓我們聖潔，要學習大衛願意常常在神的殿裏瞻仰神的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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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 榮 

  【帖後 2:14 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好得著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榮光。 】 

哥林多前書 6 章 20 節讓我們知道我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神要在

我們的身子上榮耀神。這也是神所揀選我們的目的。那我們當如何榮

耀神呢？那就是多結果子【約 15: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

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神讓我們多結果子，讓我們能在自己

的生活、工作中見證神的名；神也要我們出去傳福音讓更多的人得救！ 

  我們知道在每一位得救之人在神國裏有一次基督臺前的審判，那時

是查問我們在世上的對神的服事！神的再來的日子近了，我們要在有

生之日裏好好服事神，若是我們侮辱了神的名那審判的日子我們如何

給神交代。 

  神也給了那些得勝之人的應許【啟 1:3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

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若是

我們在世得勝，神將要在榮耀的國中讓我們和天父同坐，這是何等榮

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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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啊！那奇妙的雙手 

作者：楊虹 

 

   感謝神，每一次的見證都是神的榮耀。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

慰那遭受各樣患難的人。林後 1：4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事情上都已經得勝有餘了。羅 8：

37 

   最近一段時間經歷了找工作的種種困難，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在

日本這種地小人多的國家，到處都是人才濟濟；可憐啊，找了好久都

沒有找到，結果從一開始的信心滿滿，變成了灰心失望，剛開始的時

候面試就算沒有通過還可以笑著面對說：沒關係，失敗一次兩次是正

常的，但是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的過去，那心裡啊，就像是打翻了五味

瓶一般，苦啊——。 

   正是這一段寶貴的經歷，讓我更加深刻的認識到得勝的甘甜，感

謝神，他幫助我沒有在禱告中向他求一帆風順的生活，因為神是我的

力量，生活中雖然常常有不順心的事情。但是當我跟神禱告的時候，

主常常用大衛的詩篇來安慰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神的榮耀，

就早已滅絕了。”正是這一句應許幫助我走完了這一段苦澀的經歷。

感謝神，因為在這看似不順心的事情中，主使我更加明白留學生弟兄

姐妹的難處，這一段得勝的經歷，我想也會成為我在服事之中的力量。

感謝神，因為：“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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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 8：28” 

禱告就是屬靈的呼吸，每一次的與神親近都是我來服事的力量，

生活之中難免會有困難，也有信徒認為信主之後，就會一帆風順，求

得自己所為的“平安”。但是如果換成我的話，我就要感謝神，沒有

把我的困難挪走，在困難之中的忍耐，順服，藉著禱告得到從神而來

的喜樂，安慰，力量，以至於得勝，都會成為屬靈生命的成長，困難

就化為神的祝福；也許有弟兄姐妹會來問：“那我們基督徒是不是就

要求苦難啊！”不是這個樣子的，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不管是學

業中的，還是生活中的，都是我們所能承擔的，如經上所記：“神是

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承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

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的住。林前 10：13”況且我們今

天並不是一個人來承擔這一切，我們有一位愛的主，時時刻刻與我們

同在，以馬內利。給我們禱告，我相信：“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

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 8：39” 

願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活潑的盼望，幫助我們持守信仰，直到永生。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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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秋娟姊妹的見證 

作者：何秋娟 

 

我來日本一年多了，在這一年多裏感謝神的眷顧和保守，讓我在

神的裏面滿有喜樂，不至於憂愁缺乏。雖然也有過不如意，也有過軟

弱，但神還是讓我行在平安裏面，使我沒有怨言。因為神是何等的安

慰我，賜給我積極向上的心來到神的面前服侍神。 

能來日本一直是我的夢想，主要還是因為男朋友在這邊。沒來之

前也做過好幾次日本，可是每次都以拒簽收場。這令我很頹廢。雖然

每天也都有禱告，求神為我引路。但是似乎神沒有聽我的祈求，反之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到最後是家人施加壓力更大，畢竟女孩子年齡大

了，家人都著急。為了出國的事情好幾次都跟家人吵翻臉，求神憐憫！ 

那時候我總在想是不是只有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會得神的祝

福，是不是神不願意成全我和我男朋友倆人，所以才不讓我去日本。

想了我很多，弄得自己很矛盾。到後來還是決定在做一次，再不做下

來，就要面臨分手。瞧，我們倆個人也真不容易．有一次去教會聽道，

傳道人正在說道婚配的事情，信上帝的應當要配對同是基督裏的弟兄

姐妹，這樣才能榮耀神的名，配對不信上帝的人，就很容易給魔鬼撒

旦立足的地方，為魔鬼撒旦留後路，也會給以後的生活帶來困擾。聽

完之後，我就禱告，＂主啊我們同時活在基督裏面的人，世上所有的

婚姻配對的人都有你美好的旨意，您願意成全我跟祖清這段姻緣的，

求主為我開路，成就在您，凡事都交托在您的聖手當中＂就這麼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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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心裏突然發出一個聲音＂你可以去＂這讓我一下子豁然開朗。

我不知道這是所謂的聖靈的感動，還是我自己的胡思亂想，但從那以

後我每天都很開心，常常照鏡子甜甜的笑。我知道神願意來幫助我，＂

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並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又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詩３７：４－５) 

沒多久簽證下來，我就來到日本跟男朋友在一起，一來日本我就

問男朋友那裏有教會，我應該去感恩。他說他也不知道，但是感謝神，

住在樓上的林立銓弟兄把我倆帶到了大阪生命堂來，看到教會的弟兄

姐妹很熱情的招待，真的很開心！感謝神的帶領！ 

在這個神的家庭裏，讓我感受到弟兄姐妹的關心，愛心，特別是

病痛的時候，石牧師、傳道人，還有姐妹們上門來探望，為我跟男朋

友禱告，真的令我很感動。也讓我想為這個家做點什麼，為神獻上自

己的一點薄力，願神紀念弟兄姐妹的恩典。“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

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憫，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來 4：

16) 

這是我第一次抽到的金句，感謝神有美好的旨意，讓我參加詩班

及總務的服侍。願神祝福弟兄姐妹們所擺上的，也願神祝福有情人終

成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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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秀雲姊妹的見證 

作者：韓秀雲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

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法律禁止。（加 5 ：22）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

處聖經。我是 2009 年 3 月份來到大阪基督教生命堂，在 7 月份的同

工訓練營之後，我開始和神有了親密的關係。2011 年 1 月份開始渴

慕神的話語，半夜 2 點，3 點，4 點，起來看聖經，每當讀聖經之前

都禱告。“主耶穌啊，求你借著聖經向我說話”經常都淚流滿面，漸

漸地也知道了這位神確實是真實的，滿有仁愛。 

每次星期六查經結束後，我馬上跑到 2 樓吸地，洗廁所，打掃衛

生。過了不久，我很軟弱。記得有一次星期五，我唉聲歎氣地心裏想

“又盼望了一個星期六，主啊我又要去給你洗廁所了”我非常喜歡查

經，多聽神的話。可是，那天卻非常軟弱，心裏頭起了埋怨，就我一

個人在為你洗廁所，打掃衛生。那是裏頭，馬上就有牧師查經時的一

句話“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未曾與巴力親嘴的”（列王上 19：1 18）。我馬上明白，在我看不見

的地方，神用弟兄姐妹在做各種各樣的聖工，不光我一個人在服侍神。

我跪在神面前，“主耶穌啊，我的軟弱求你原諒，謝謝你用你的話語

光照了我，求你給我一個甘心樂意，不看別人，只是為主擺上，奉耶

穌的名禱告，阿門”從那以後，不管為神做什麼都非常的甘心樂意。

也很奇妙，我的便秘也被神醫治了，每天都正常上廁所。以前，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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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便秘藥吃，真是服侍神，只要從心裏為神做的，都不白做。我們的

一切都從神而來的，盼望弟兄姐妹不管做什麼，從心裏為主做的活，

神都紀念。 

 

 

 

倪鳳蘭姊妹想說的話 

作者：倪鳳蘭 

 

我的生日是 1949 年陰曆 4 月初一。我出生在中國黑龍江省牡丹江

市寧安縣江南鄉大唐村。 

2002 年 1 月 11 日來到日本，現住吹田市。 

 

我是在 1991 年信神的，一直到現在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還學會

了樂譜。讓我從內心裏相信神大能。我信天地萬物是神造的，我相信

神真的大愛，我還相信神是無所不在，我還相信神是從死裏復活的大

真神。 

人生的短暫，要有一個美好的心願，就是一生完全的奉獻，若能愛惜

這有限的時光去把神的愛帶給人間，這就滿足了神的心願，你就能坦

然無懼的凱旋升天嗎，安然來到主前。去享受那美好的婚宴，在天家

永聚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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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し 

田和 計男 

 

私がクリスチャンになったきっかけは当時付き合っていた今の

嫁がクリスチャンだったというのが理由でした。私は典型的な日本

人で無宗派で困ったときだけ神頼みするという人間でした。それが

妻と出会い教会に通い神様の教えを学びクリスチャンとなりまし

た。 

神様がどれだけ私達のことを考えて下さっているのか、イエス

様が私達の為に十字架にかけられた事などを学びクリスチャンに

なりました。 

そろそろ五年に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私がクリスチャンになっての変化を申しますと、妻が大阪キリ

スト生命堂を通い、やさしくなり、そして私も神様に対して、愛が

めばえ、感謝の気持ちがめばえました。心に余裕を持つことができ

ました。他人に対して思いやり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又良き妻

と子供にも恵まれ毎日を過ごす事ができていると感じております。 

ただ深く考えると神様から私にしてもらっている事に対して、私が

神様にお返ししている事は感謝の祈りだけだという事は常に分か

っておりました。 

私は永遠の命を授かりそれに甘えていたのだと分かりました。 

私達クリスチャンは伝道が使命というのは分かっております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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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は伝道の道に進むといった強い意志も情熱も今の所にありませ

ん。それが今回こちらの教会で日曜日日本語礼拝での初めての司会

を頼まれました。私は喜んで引き受けました。これが私の伝道の道

の第一歩になればと考えたからです。 

まだまだクリスチャンとしては未熟ですが、今後の奉仕を期に

クリスチャンとして成長でき天国でイエス様の側で平穏は日々過

ごせれば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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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日本華僑基督教団的聯絡網，(S)代表 SoftBank 的手

機，岡山事工方面請您盡量聯係広島基督教生命堂的聯絡

網。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 広島基督教生命堂 

教會電話：06-4800-6300 教會電話：052-710-1927 教會電話：08-2428-4817 

石牧師：090-3286-0113(S) 田傳道：090-7595-3736(S) 
助理傳道張志強：

080-4028-0153(S) 

石師母：090-6407-1360(S) 
助理傳道張曉晶：

080-4478-0056(S) 
莫傳道：090-3610-6300(S) 

莫傳道：090-3610-6300(S) 莫傳道：090-3610-6300(S) 田傳道：090-7595-3736(S) 

助理傳道陳科慧：

090-9879-399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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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1、因著福音事工的需要，教団需要設立宣教中心，用來培訓工人，

並且方便各堂弟兄姊妹的聚集，以及講員的住處，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決定在各個生命堂教會中傳遞負擔，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為教団的建堂

事工奉獻及代禱，計劃在兩年之內，靠著神的恩典完成此項聖工。 

2、太平洋國際神學院日本分校於每週的週二與週日晚上在大阪基

督教生命堂培訓工人，目前的課程是彼得及保羅講道學，請弟兄姊妹

為神學教育及神學生的身體健康代禱。 

3、大阪基督教生命堂於 2010 年 6 月份開設了中國語教室，目的

是為了宣傳教會使福音的事工更好擴展開來，目前教會請了韓秀雲姊

妹與何海燕姊妹兩位老師來教導中國語，請弟兄姊妹為此事工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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