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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三小）

路 12:22-34
石井豊 牧師

【路 12:22―34 耶穌又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

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

庫，神尚且養活他，」你們比飛鳥是何等的貴重呢。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作，為甚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你想百

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

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

過，親手摸過的。

約翰一書一章 1節

季刊第十五期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九日出版 發行人: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Web site: http://www.occj.net 地 址:大阪市北区黒崎町 3-9 信愛ビル 2F

Tel&Fax: 06-6375-7400 E-mail:occj-japan@hotmail.co.jp

http://www.occj.net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生命之道季刊

第 2 頁

文書組希望能收到你的見證文章（手稿、錄音、電子版都可以），直接交給文書組同工俞貞貞姊妹

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

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

神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你們不要求吃其麼，喝甚麼，也不要罣心。這都是外邦人

所求的，你們必須用這些東西，你們的父是知道的。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你

們了。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

人，為自己豫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方。因為

你們的財寶在那裏，你們的心也在那裏。」

耶穌對門徒講道之前，先對眾人講了兩件事①分家業時的貪心②無知的財主對財産憂慮，

這讓我們看到世人擁有太多的憂慮。但我們在基督裡的人應該學會把我們的勞苦重擔交託給

神，神給了我們非常大的應許，只要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就加給我們。

接著耶穌說：“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這些話不僅是對

門徒說也是對我們說的，我們在世上正是這一小群人，但上帝卻樂意將他的國賜給我們。正如

【哥林多前書一章 26-29：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

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

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

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我們的教會的特色就是“三個不多”①有智慧的不多②有能力的不多③有尊貴的也不多。

不僅是三個不多，我們也常常提到我們教會的“三小”裏面有屬靈三寶的精義。

①小群＝創造論【路 12：32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

②略有一點力量＝救恩論【啟 3：8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

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③一點點時候＝末世論來【10:35-37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應許的。『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

來的就來，並不遲延。

生命的更新不是外表的更新，乃是要從心開始的更新。正如【路加福音 12：15 於是對眾

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生命更新需要

靈魂體都更新。

一．最小的事（壽數、思慮）屬於魂的方面

【路 12:25-26 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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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還憂慮其餘的事呢。」從這段經文我們可以知道依靠我們的智慧、理智改變不了任何事。

「路加福音 12:23 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神讓我們注重的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

事情。若屬世思慮太多、屬靈的事想的就少了。正如馬太福音 13 章 22 節所說：「撒在荊棘裏

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如果我們在

世上的思慮過多，神的道在人心中就不能成長，更不能結出果實來。我們要把將一切的憂慮卸

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連烏鴉的生命神都眷顧養活它們，更何況我們是神用重價寶血買回來

的兒女呢？大衛在詩篇 55 章 22 節提醒我們要把你的重擔卸給耶和華，他必撫養你，他永不叫

義人動搖。我們既是祂揀選的祂必保守到底。「詩 37:5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

就必成全。」

二．小信的人（妝飾、榮華、穿戴、吃、喝）屬於體的方面

【路 12:28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還給他這樣

的妝飾。】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這麼短暫的生命神還給它漂亮的妝飾，何

況是人呢？！【27 你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

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百合花神卻悉心照顧它們讓我們看

到一切都是神在計劃。

神差派撒母耳去膏耶和華的受膏者時，對撒母耳說【撒上 16:7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

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

內心。】。【神看人並非看外貌而是看內心，如【約 7:24 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

是非。】所說，神是按照他的公平斷定是非。我們今天在基督裏人更要這樣，保羅在哥林多後

書中也告訴我們【林後 5：7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我們都有憑眼見

看環境的時候，所以求神剛強我們的心【弗 3: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

們心裏力量剛強起來。】

三．小群（求他的國、天上）屬於靈的方面

【路 12:32 你們這小群，不要懼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神在這裏安慰

我們不要懼怕，因為父樂意把國賜給我們。【路 12:31 你們只要求他的國，這些東西就必加給

你們了。】我們要注意次序，先有屬靈、後才有屬世，我們要把神的事放第一位，我們的需要

神會加給我們。

【路 12:33―34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豫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

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方。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裏，你們的心也在那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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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的日子近了，我們要用在地上無用的錢財去為神擺上，積攢更多的在天上。因為我們將來

到神面前都要交賬。【帖前 5: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

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求主看顧我們的靈，與魂，

與身子在基督裡得蒙保守。

結語

路 19：17 主人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

牧者們與夏令會受洗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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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專欄」

「いきいきと生きる」

ローマ書 12：2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本村みな子牧師

「あなたがたは、この世と妥協してはならない。むしろ、心を新た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造りかえられ、何が神の御旨であるか、何が善であって、神に喜ばれ、かつ全きことである

かを、わきまえ知るべきである。」（ローマ 12：2）

最初にＫ姉妹の「証」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姉妹はわたし（本村）が２００２年４

月に神学校を卒業してはじめて伝道者として遣わされた、初陣の地（歌垣教会）の信徒でし

た。本人によると、それまでは教会に「行ったり、行かんかったり、行かんかったり、ほと

んど行かない」信徒であったそうです。何か行事があると、誘ってくださる方の顔を立てる

ために、しぶしぶと教会に行ったそうです。それが、聖霊様が働いてくださって、礼拝、祈

祷会には休まずに出席するようになり、そして行事の時は婦人会のする仕事を積極的に引き

受け、他の教会との交わりにも喜んで、参加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す。「心を新たにされ、

造りかえられたのです」わたしは一年間しかその教会に仕えませんでしたが、ひそかに彼女

のことをドルカス（タピタのギリシャ名・使徒 9：36、39）とあだ名をつけていました。

2003 年 4 月～2013 年３月まで、十年間の高知奉仕を終えてわたしは大阪基督教生命堂で

奉仕を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引越しなどが落ち着いて、ご挨拶かたがた歌垣教

会でもたれた「能勢ランチョン」に寄せていただいたのです。ｋ姉妹は痩せて、疲れ果てて

いるようにみえました。聞いてみると「食欲がない。気力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すぐ

に病院に行ったほうがいいよ。と勧めて帰りました。しばらくたってから、別の姉妹から、

電話がありました「ｋさんが胃癌だ。あと３か月とお医者さんに言われた。お医者さんは緩

和治療の病院を紹介する。といったが、彼女はちゃんと治療を受けたい。と申し出たので、

今その病院で入院治療中だ。見舞いに行ってほしい」すぐに豊中病院に行きました。見舞い

はとても喜んでくれました。

そして姉妹は「自分はいままで病気と闘うという経験をしたことがない。せっかくこの世

に生を受け、救われて神の子とされて永遠の命を生き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る。１パーセントで

も可能性が残っているならそれに賭けてみよう。生きてみようと思う」と宣言しました。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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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ちは感激し、励ましに行ったものがかえって励まされて帰ったのです。

あれからちょうど一年たちました。電話がありました。『ｋ姉妹が再入院した。ご主人に

よると「あと数日だと言われた。連絡するところへは、連絡して欲しい」・・と』翌日、病院

にいきましたが、見た目はやつれていましたが、声も話す内容もしっかりしていました。「癌

が転移して、全身に及んでいる。でも自分は与えられた命を生きるだけ。み心のままです」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は 2014.08.14-8.16 西宮苦楽園で夏令会を持ちました。そのテーマは

“生命的更新”ローマ 12：2 です。

「あなたがたはこの世と妥協してはならない。むしろ、心を新た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造

りかえられ、何が神の御旨であるか、何が善であって、神に喜ばれ、かつ全きことであるか

を、わきまえ知るべきである。ローマ 12：2」

「この世と妥協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あります。「この世」と妥協するな。「自分と少し違う

けれどもまあいいか」と受け入れてしまっ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して「この世」

があるならそれに対する「あの世」があるはずです。この世と妥協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は、私

たちがもうあの世で生きているかのように生きる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でも実際には私たち

はまだこの地上に生きています。肉体をもった人間として生きているのです。

罪、罪にとらわれている人間は、滅びに向かってしまいます。そういう罪と死が支配する

時代、その支配のもとにある人間が作る「この世」があります。私たちは、その「この世」

に生きているのです。そして、ここが肝心なのですが、私たちは同時に主イエス・キリスト

がこの世に来られて以来、新しい生き方を学んでいます。そこにはすでに新しい時代がはじ

まっているのです。ただ罪と死に支配されているだけではなく、神様の恵み、神様の愛に支

配されて生きる生き方を学びました。新しい時代の始まりです。まだはっきりと姿を現して

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隠され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そういう生き方があるのだ、

ということを私たちは知ったのです。ｋ姉妹もクリスチャンでなければ、きっと安易な道を

選んでい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きれいな環境で、介護のプロの方の至れり尽くせりのお

世話をうけ、痛みを最小限に抑えていただいて、時々牧師先生のお話を聞き、天国の素晴ら

しさを想像してバプテスマを受け、永遠の生命をさえ自分の物として生きる。

では、「この世と妥協」してしまう、この世に自分を合わせ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はどんな

ふうにして起こるのでしょうか。この世の支配的な考え方、生き方、それにあわせなければ

うまく生きていけ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言う不安、その場の空気を読んで、それに適応しな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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れば、仲間はずれ、村八分にさ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不安があるのです。

ガラテヤ４：８～11 神を知らなかった当時、あなたがたは、本来神ならぬ神々の奴隷に

なっていた。しかし、今では神を知っているのに、否、むしろ神に知られているのに、どう

して、あの無力で貧弱な、もろもろの霊力に逆戻りして、またもや、新たにその奴隷になろ

うとするのか。あなたがたは、日や月や季節や年などを守っている。わたしは、あなたがた

のために努力してきたことが、あるいは、むだにな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あなたがたのこと

が心配でならない。

この「日や月や季節や年」とは、星占いに心を奪われることです。占いが気になるという

ことです。まことの神様から、偽りの神々の奴隷に戻っているじゃないか。と問いかけてい

ます。それは自分たちを支配している方が誰であるか。忘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血液型

についても全く根拠のないことが、自分の人柄まで決め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を平気で受け入

れてしまうことなのです。私たちの運命が星によって定まるということは、ただ科学的に間

違っているというだけではなく、私たちの人生の本当の支配者が、まことの神であるという

ことを忘れてしまう、「神々の奴隷となる」第一歩であります。占いとか運勢判断について

は古来、教会・クリスチャンは潔癖な態度を取ってきました。私たちが確信を失って、易者

を尋ねてみようかとか、週刊誌、テレビの星占いを見て今日の行動を決めるとかすることは、

信仰の敗北です。「妥協」が始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私たち自身の生き方を問われること

です。

この世に倣う生活に誘われる時に、どうしたらよいかと考えます。動かされなければいい。

不動であればいい。しかしなかなかそうはいかないのです。わたしたちは神様の救い、主イ

エス・キリストの恵みの中で新しくなりました。それは事実です。けれども、「かつて過去に

洗礼を受けました」「主の恵みによって新しくなりました」「はい、それでおしまい」ではな

いのです。私たちはもうその「この世」とは関係のない生活にされている。自分はもう「こ

の世からはきよめられて外に出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わたしはもうこの世に属

する俗物ではない」「造りかえられて」「心を新たにされた者だ」。この「造りかえられる」

という言葉はなにが変えられるのでしょうか。これは「自分の一番深いところにあるもの」

「本音、本質」と言うのでしょうか。「本性」そういうものが変えられるのです。私たちが

神の憐れみ、神の恵みに生きるということこそが「本音に立ち返り、造り変えられる」と言

うことなの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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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會回顧

莫東光 傳道

蒙神的恩典，今年我們日本華僑基督教団的聯合夏令會在一個很漂亮的地方—神戶西宮的避暑

山莊舉行，是我們教団的監督石井豐牧師提供的。其實，從 5月份開始我們教団就一直在尋找

夏令會的場地，一直都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因為是日本的“お盆”期間，很多施設都休假，

沒有休假的地方不是太貴，就是半年前都被預定了；直到 6月末的傳道人會議上，石牧師就告

訴我們說：“我有一個在神戶西宮的結婚典禮儀式會場，現在是空著的，但是需要人手打掃，

你們傳道人可以先去看看是否可以用來辦理夏令會。”第二天，我、田傳道以及陳傳道一同前

往神戶西宮，去參觀了這個想要作為夏令會的使用場所，我們 3人都很滿意，因為這邊的禮拜

堂、庭院、住房以及 301 的大房間都非常漂亮，特別是那裏的夜景十分美麗。於是，我們就決

定借用石牧師公司所擁有的那個神戶西宮的漂亮場地。

感謝神，本來預算大概只有 70-80 人會報名，每一個人的費用要 12000 以上；結果第一次

在各堂宣傳的時候，大阪就有 35 人要報名，名古屋有 15 人，広島有 30 人，加起來就有 80

人要報名了。7月 19-20 日在東京開佈道會時，又有一些弟兄姊妹報名，然後各堂的報名人數

又在增加，因著聖靈的感動，最終總人數達到了 145 人，另外福山及岡山的弟兄姊妹也都報名

參加了。我非常開心，主要不是因為人數多的原因，是因為神給我和我的同工們有這麼好的一

次鍛煉的機會，我深信我們的教団會越來越壯大，以後的靈修會也會有很多的人來參加，我們

需要預備自己將來為神作更多更大的事。

感謝神，本屆夏令會有很多牧者為我們擺上。有臺灣來的羅順定牧師夫婦以及詹燦東牧師

夫婦，我們的教団的石井豐牧師夫婦、本村牧師、簡銘耀牧師、吳義親牧師，還有 3位傳道人，

若是這樣計算就有 12 位牧者，其實還有 2位助理傳道。當夏令會報名到 120 人的時候，我在

查考使徒行傳看到初代教會的成長，他們從 120 人開始，其中有 12 位使徒，每一個人都有很

強烈的使命感，到處傳講福音，建立教會，我就默默的在心裏向神禱告，求神使用我們這些人，

把福音帶到各地去，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差不多過了幾天，在一次傳道人的會議上我們傳道人

共同在商量如何給夏令會的場地命名時，石牧師提議說就叫“馬可樓”，我當時十分激動，這

不是跟我所祈求所想的的吻合嗎？讓我再一次經歷到聖靈的感動是一致的。

最忙亂的是夏令會的第一天，教団各堂的同工們剛聚在一起，大家都不清楚事情該如何進

行，場地的形狀及具體房子的構造都不了解，不僅是房間及棉被的佈置，還有各類帶來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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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擺放等等，大家都沒有清楚的概念；作為會長的我此時卻沒能提早到達會場，因為列印

夏令會手冊及司機的需要，我就迫不得已留在大阪教會在佈置著後勤工作。直等到我到達會場

後，仔細觀察後嚇了一跳，因為有一些事情是前一天該完成卻沒有完成，當天聚會要用的投影

也沒有預備好，包括投影機與投影架放在何處都沒有地方找，禮拜堂的燈要往上提的事也沒有

照計劃做好，房間安排也出現了一些臨時問題，想找各組同工也找不到，打了電話也沒有人理

會，突然間面對這麼多問題的我，開始急躁起來，對同工有所不滿，但神還是幫助我，也感動

同工們一同把未完成的工彌補過來了。當天晚上開夏令會的同工會時，同工們就對當天所發生

各樣事情作了各方面的改善，並且石牧師特別強調各部門要聽從會長(總指揮)的安排。感謝神，

第二天各組同工之間配搭和諧，我也不亂了，輕鬆了，可以很好的觀察各組的情況。這一次的

夏令會讓我再一次重新認識到自己的缺乏與不足之處，我要在這些事上操練自己，以至於可以

更好的組織教會的弟兄姊妹同心事奉，榮耀主名。

感謝神，最令人興奮的是夏令會即將結束的那幾個小時，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願意在眾

人面前受洗，又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決志願意將來全職為主擺上，還有感恩讚美會上弟兄姊

妹的見證以及怎麼也說不完的感謝，我從心裏的深處得了極大的安慰，願神賜福與一切參加夏

令會的弟兄姊妹，又願神堅固這些立志的弟兄姊妹，願神大大使用我們來完成他所託付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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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夏令會

田東梅 傳道

當約書亞帶領以色列民過約旦河的時候，神讓約書亞差人從約旦河裏取十二塊石頭，帶到

他們住宿的地方，並借約書亞的口，告訴以色列人這些石頭的意義，【這些石頭在你們中間可

以作為證據。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你們說：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 你們就對他們說：這是因

為約但河的水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斷絕；約櫃過約但河的時候，約但河的水就斷絕了。這些石

頭要作以色列人永遠的紀念。書4：6-7】

人總是很容易健忘，忘記神的恩典，忘記神的作為，甚至連神的救恩也可能會忘記。因此

聖經不斷讓我們記念神的約，記念神的慈愛，記念神的大能奇事，主耶穌更在上十字架前藉著

設立聖餐，讓後世的人記念祂的死和復活，並等候他的再來。神藉著各樣的環境讓我們經歷祂

的恩典和同在，在我們個人的屬靈生命中留下不滅的印記，以至於我們在軟弱，跌倒和迷失的

時候，可以回想神曾經的作為，更加堅定信心，有力量奔走前面的道路。

至今我仍然記得 2013 年伊豆半島夏令會帶給我的衝擊和改變，每次灰心沮喪的時候，聖

靈會讓我想起那一年的夏天，神的話語向我打開，我看到了自己的不堪，也看到了神的榮耀！

屬靈的生命從此也進入了一個新的臺階，每天讀神的話語親近神，何等奇妙的恩典！雖然仍然

會軟弱迷茫，但我已找到了重新得力的秘訣！感謝讚美神！

2014 年得到了神特別的恩典，就是在參加了教團的夏令會之後緊接著又有機會參加了東

京國際基督教會舉辦的夏令營，主題為“同心事奉，同奔天路”。營會的講員是李秀全牧師，

在華人基督教界非常有名的牧師，經常在空中飛來飛去給世界各地的華人做佈道和培靈工作，

是神重用的僕人。其實在 5年前我剛剛出來做全職傳道人時，李牧師曾經來過大阪生命堂的舊

教會，為我們幾個剛剛出來不久的小傳道們做了祝福禱告，沒想到牧師居然還記得我們！ 牧

師的謙卑和坦誠也在講道時自然而然流露出來，讓我深受感動。特別是在分享他自己事奉經歷

時，牧師並沒有掩蓋他的軟弱和掙紮！向神辭職，我心裏也想過，但從來不敢在大眾面前講，

怕絆倒別人或許是藉口，在神面前不敢面對真實的自己確是真的。我心裏釋然了，原來這麼有

名的牧師也曾經想過要辭職！誰不曾軟弱過，誰不曾掙紮過呢？不用說神的僕人保羅曾經誇口

他的軟弱，就是主耶穌在要上十字架的時候，也沒有在門徒面前裝作剛強，他希望門徒和他一

起禱告！

我們都知道屬靈生命的根基在於我們個人和神的關係，這次夏令會神再一次打開我屬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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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讓我看到的是，要得到豐盛的生命其實在於我們和人的關係，和我們的教會生活的質量

息息相關。我看到以往自己的事奉太過於注重工作本身，卻忽視了同工的栽培和建造，主耶穌

在升天之前對門徒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

主給我們的使命不僅是要把福音傳給萬民，而是要讓萬民做門徒，遵行神的話語！有時候自己

會為聚會人數有了增加而沾沾自喜，卻從沒考慮過，在這些聚會的人當中，真正願意走捨己道

路事奉主的人是否在增加，正在事奉的人當中真正嚐到事奉的甘甜的人是否在增加，啊！想起

來覺得羞愧，再不警醒的話，就要變成聖經裏那顆因著枝葉繁茂卻沒有果子爾遭到主咒詛的無

花果樹！

最後一堂資訊裏，牧師從創世記 22 章亞伯拉罕分別對神，對兒子以撒，對天使說的三次

“我在這裏”，在我們面前呈現了一幅真正事奉神的人完全順服的美麗畫面！真正的愛，是在

對方有需要的時候，我能說出“我在這裏”！聖靈不斷在我裏面做光照的工作：我真正愛我的

同工，這些與我一起同奔天路的人嗎？

感謝神的帶領和豐富的預備！使 2014 年的夏令會成為我生命成長中的石頭記號，讓我在今後

的日子也可以常常回想這段寶貴的經歷，在每個階段都學習完全順服的功課！【願榮耀和頌讚

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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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神 ！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俞秀蘭姊妹

這是我現在心裏充滿的心情！今年我個人抽到的金句是：凡從神生的就勝過這個世界，而

勝過這個世界的是我們的信心！(約翰一書 5：4)在這段時間可以說經歷了太多太多，無法用

語言可以表達的心情！就像今天看見的一篇文章說：神不是用證明可以解決的，而是用顯明而

彰顯出來的。非常有同感，在這次夏令會的整個過程中，感謝神給了那麼多的機會讓我去體會

神的奇妙能力，只要信，沒有做不到的。當然要做神喜悅的事情，和神心意的事情。很多人會

說怎麼知道合神心意，蒙神喜悅呢？這裏又要感謝神把我帶來這個教會—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osaka kurisudia ekirashia don zoe）。這個是神學課上羅牧師教的希臘文的羅馬字發音，

因為希臘文寫不了，實在不好意思，哈哈。

感謝神賜給我們這樣一位完全按照聖經的觀念教導我們的石牧師！讓我們每聽一次就可以

得到來自於神的話和智慧。相信只要你願意與神交流，神一定會和你交流，當你覺得軟弱無力

的時候神一定會伸出祂的手摻護你的。當你以神的事情為念的時候祂一定會讓你堅強如鋼鐵！

當你做事情的時候別無他念，祂一定會在你不知不覺中給你力量，讓你體會越服事越甘甜，越

服事越有力量！在夏令會的排練聖劇的時候，一開始我覺得我這麼大的年齡了，不可能可以和

年輕人一樣的跳舞唱歌，但是，當教會安排我的角色了，我就接受挑戰。真的整個過程感謝大

家的鼓勵，大家的愛讓我可以完全沒有顧慮的上臺表演。「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

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伯來書 4：16)」在神沒有難成的事！這

個是我在夏令會得到寶貴的體會。

整個夏令會發之內心深處的真的沒有感覺累過，一直覺得很開心，心情也特別的舒暢，整

個人感覺到很多的愛，所以現在體會到神的愛真是廣大無比，沒有比這更大的愛！

去年我個人抽到的金句是：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沒有比這更大的了！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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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吸引我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彭麗穎姊妹

自從夏令會以後我的身體一天一天的好了起來，而且每天都能夠來到教會親近主，享受到

與主的同在，真是好的無比。

在夏令會之前我幾乎病的要死，每天都在病中度過，甚是痛苦，可是主的話每天都激勵我，

給我勇氣走下去，使我學會了忍耐，等待的盼望。（羅5：3-5）

在夏令會的前一天，我還病的一塌糊塗，心裏想該怎麼辦呢？這次要不就算了吧！可是主

的聖靈一直在提醒我，你不是要作同工嗎？怎麼可以打退堂鼓呢？這時候楊虹姊妹來了個電

話，為我禱告，之後我勝過了病痛，就起來開始作第二天參加夏令會的準備工作。第二天，我

就一大早起來，平安順利的來到教會，與弟兄姊妹們一起參加了夏令會的聚會。在三天的靈修

生活中，主讓我勝過了一切的困難，再一次立志在主的面前，要攻克己身、不體貼肉體、只體

貼神的心意，信仰讓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主的愛一直伴隨著我直到如今。（羅8：37,39）

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隨時幫助，

是我生命的主宰。哦！主，我願跟隨你一生一

世到永遠，阿們！

願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隨你…(歌1：4)。

這一首詩歌一直在我心中歡呼歌唱著，成為我

無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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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的禱告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俞貞貞姊妹

今年的 8月我第一次參加我們教會的夏令會，第一次和我們的弟兄姊妹一起生活了 3天，

這 3天真的特別令我難忘。

其實我來教會已經 2年了，從來沒有參加過夏令會的，總是給自己找各種藉口，這一次真

的是神的帶領，就在決定去不去夏令會的前一個月，我申請我老公來日本的簽證下來了（是在

簽證資料都沒有補全的情況下就直接批下來的）。我知道是教會的眾弟兄姊妹為我不斷禱告而

來的，心裏再一次感謝我們的上帝，他再一次為孩子的將來開路，所以我決定參加夏令會，並

且擔任夏令會的同工，為主擺上，特別感謝主這次我在日本最好的朋友林秀也參加了，我知道

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

這 3天我們早上起來聚集在一起禱告，晚上睡前也一起禱告，和名古屋、広島以及東京的

弟兄姊妹一次學習神的話，大家也一起分享神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不同的作為，我做為一名同

工，也是忙裏忙外的，不過在主裏服事大家，真的是從心裏感到喜樂，這次我們去的是西宮的

苦樂園，從前是一個婚禮場所，環境很美。我們晚上睡覺的地方是可以看到神戶的夜景，特別

的漂亮，其實我是一個在外面住就會失眠的人，可是這 3天我是一躺下就睡著了，感謝讚美主。

這次夏令會的主題是生命的更新，對於我們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來說真的都很有意義，我們是泥

土，主你是陶匠，我們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要活出基督的樣式，讓別人也能通過你的行為來認識

你背後的那位神，這是這次羅牧師講道內容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

感謝主，夏令會的第三天我的好朋友林秀也受洗了，我相信一定是上帝在她心裏動工了，

我在台下真的好感動，這次的夏令會她

的洗禮對我來說真是件美好的禮物，我

才發現我堅持一年為我的好朋友和家人

的禱告，主真的有在垂聽。

現在林秀姊妹每週也都堅持來教會

作禮拜，真的非常感謝主，也希望主繼

續帶領她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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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我救主，更新我生命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陳麗姊妹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感謝神，使我蒙恩得救。我們的神真的是可以信靠、讓我們有盼望、

能帶給我們喜樂的神。真的是只要我們口裏承認我們的過犯，心裏相信救主耶穌就能蒙恩得救。

我真的看到了神的大能，把我的經歷和大家分享，我是怎麼從一個無信仰者成為基督徒的，以

及成為基督徒後我生命的更新。

2012 年 9 月 22 日，我把三歲的孩子扔給父母，辭了工作，來日本和老公團聚。剛來時語

言不通，覺得自己像個廢物一樣。日語書也看不進去，總是十分想孩子，心想到底孩子現在在

幹嘛？有沒有哭著找媽媽？看著孩子的照片及視頻，就忍不住掉眼淚。老公開了一家按摩店，

下午 2點營業到次日早上 5點，他不是幹活就是睡覺，店裏有客人在也不能陪我說說話，客人

走了，他就抓緊時間補覺。周日休息，他也基本是睡到下午四五點鐘。哪怕周日過一天正常人

的生活也是奢求。我們分開了四年，我最需要的就是他的陪伴，在一起了我反倒更加孤獨！由

於缺少磨合，生活習慣和性格的矛盾也漸漸地暴露了出來，常常會因為一點小事生氣。越是這

樣的壞情緒學習越學不進去。後來老公給我找了語言學校，不管忙到幾點，早上也得起來上學。

吃飯、睡覺、學習、工作全都在店裏，睡不好覺，受著累，有時還生著氣，日子過的昏天黑地、

混混沌沌，特別苦悶壓抑。真的，掙多少錢我都不想過這樣的生活。

2013 年聖誕節前的一天中午放學，在學校門前我接到了改變我生活的傳單。就是我們教

會聖誕愛餐禮拜的傳單。借著這個福音的傳單，在那個聖誕禮拜，我和老公來到了教會。雖然

在國內時婆婆帶我們去過一次教會，在日本從沒主動找過教會，也沒凡事仰望神。真的就是一

首詩歌就讓我感動，我一邊唱一邊流淚，心裏就對神說：“神啊，救我！你知道我的苦悶和軟

弱，如果相信你就能得救，我願意相信你，請你饒恕我的罪，救我。你知道我的所求所想，我

不求大富大貴，只求能夫妻和睦，我們好不容易在一起，每天那麼辛苦，我不要常常生氣，我

要常常喜樂！神啊，求你救我！”

元旦休息，我們也參加了冬令會。在広島教會，三堂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聆聽神的話語，共

度元旦。唱詩歌、演聖劇讚美神，包餃子，遊三景園。広島的弟兄姊妹熱情的招待我們，阿姨

們睡的最晚，起的最早，不辭辛苦地給我們準備了豐盛的飯菜，他們的愛心在異國他鄉頭一次

讓我感到了像在家裏一樣。元旦，我抽到的箴言是【約翰福音 15：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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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牧師告訴我去看加拉太書，【加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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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

止。】我頓時恍然大悟，神啊，我真的沒有白來。原來我這麼不快樂，就是老因為一點兒小事

生氣，老抱怨。我要節制，要忍耐。做為妻子我是不夠溫柔，我要改變；無論學習工作生活，

各方面也都要剛強起來，我不要當個啞巴、聾子、文盲了。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做好自己該

做的，要仁愛、良善、和平，懂得感恩。愛的真諦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愛就是恒久忍耐，永不止息”神啊，我要照著你的話語而行，做一個好門徒。

2014 元旦過後，在開學的新春試筆上，我毫不猶豫地寫下了“愛”字。因為我在心裏和

神立了約，我要溫柔愛人，也要把福音傳給別人。感謝神！ 我把福音傳給了我的同學和校友，

現在有三人周日來教會禮拜，其中兩人受洗並且參加了詩班。榮耀歸給神！

信主後，我們夫妻每個周日都去教會聆聽神的話語，還成為了詩班的一員。雖然睡的覺還

不夠，但是我們的精神是喜樂的，每天都會唱詩讚美神。有時聚會結束在回家的路上，我們就

邊走邊唱，店裏沒有客人的時候也唱，你唱這個聲部，我唱那個聲部，越唱越喜樂。互相分享

聖經的經節和自己的感動。不知不覺中，苦悶的生活真的逆轉了，我所求的神真的成全了。如

果以前我們夫妻是雜亂的音符，現在我們就是和諧的樂章，生活也變得像合聲一樣美妙。感謝

神！【馬太福音 6：31-33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的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

求的。你們需用的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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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夏令會，8 月 14-16 日正好趕上週四到週六，我們店原本正常營業 。莫傳道打電話

來問我們，當時回絕了。因為三天不營業不但損失金錢，而且有可能流失客人。後來我們又考

慮了一下，機會這麼難得，我們就決定去了。

就在 8月 13 日夏令會前一天，我們從 2點營業開始，客人就沒斷過。晚上 9點多時，營

業額就 6萬多了，已經相當到早上閉店的營業額。我們就已經很滿足了，就說“神啊，你知道

我們這幾天要去夏令會，才 9點就給我們這麼多了，感謝神！夠了！夠了！”於是，心想早點

休息，因為早上 8點半要集合。可是，這對兒客人走了那對兒客人來，不給我們喘息的時間，

一直忙到早上 6點多。一共來了 13 位客人，營業額近 13 萬日元！只有我們倆的情況下從來沒

做過這麼高的營業額，並且沒有拒絕一位客人。【以弗所書 3：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

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非常感謝神！

弟兄姊妹們，你是否還自己背負著重擔和憂愁？讓我們凡事仰望神，求告主耶穌，因為他

是信實純全的神，他必垂聽我們祈求，幫助我們。讓我們都做合乎主所用的兒女，廣傳福音，

讓更多的人得救！願主與我們同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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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見證

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祝海博姊妹

對於這一次牧師呼召是否願意成為全時間傳道人之前，可以說我的心裏沒有任何的準備，

而且也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否勝任這麼重的職分。說實話，當時被呼召時，完全不知道全時間

事奉其實是做傳道人的意思。在自己的潛意識裏面，全時間事奉應該還會包括一些其他的。因

為我對於自己站在講臺上講道完全沒有自信。但是，若只是單單回憶當時的心情的話，在牧師

第一次呼召時，我還是在猶豫，因為自己的腦袋還在思考要不要為神去放下自己所追求的東西，

心裏的掙紮始終沒有辦法停下來。但當牧師第二次呼召的時候，自己的心終於按捺不住，就是

迫不及待的想要站起來。我相信是聖靈的力量在推動著我，讓我肯邁出這一步。散會後，自己

並沒有很在意，就這樣結束了 3天的夏令會行程回到了名古屋。

幾天之後，傳道人問我是否清楚當時呼召的意思，並且向我說明了全時間事奉的含義時，

我的腦袋又開始猶豫起來，考慮很多，突然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奇妙的是，有一個很強烈的聲

音直到現在還總是出現在我的腦袋裏。他說“不要用你的腦袋去思考，要更多的用心去感受！”

我當時突然醒悟過來，自己的信心真的是小到了極點。當自己的心冷靜下來之後，我對傳道說，

“雖然當時並不知道全時間事奉的含義，但是現在知道了，我對自己當時站起來的行動沒有絲

毫的後悔。”堅定了自己心裏所受的感動。我很清楚事奉主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它比任何一份

工作都要付出更多更多，

但主若願意，

我願聽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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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許為強弟兄

【希伯來書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

他 賞賜那尋求他的人。】我想我們基督徒都聽過這句話，也在聖經上看見過這句話。用現在的

話意思是說：你要想得神的喜悅，就必須用信心相信有神，而且更加相信神會賞賜你一切。在

這段聖經裏有兩個信，一個是信有神，一個是信神的賞賜。我想這句話說出了我們基督徒一生

對神的一個態度就是信。

那麼到底什麼是信心呢？在希伯來書 11：1 說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

的確據”。又是一句叫人難理解的話。但在現在翻譯本裏面翻譯說：信就是對所盼望的事情有

把握，對不能看見的事情能夠有肯定。但是通常我們都是要看見，聽見才會去相信，包括已經

接受主的基督徒，我自己本身也是這樣。但是在主裏面，信心不含有一絲的眼見，而是用心靈

與誠實與我們的主相鏈接。如果你的好朋友要請你吃飯，你會說先讓我看看你的錢包有沒有錢，

然後你再回答他是否與他去吃飯嗎？一定不會的，我們會毫不猶豫的和他去。若是這樣的話，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那位大有能力的主邀請你的話，你會懷疑，甚至拒絕麼? 更加不會，因

為那是我的榮耀。

那麼如何對神有信心呢？有一位牧師說：人用大腦去理解神，永遠也理解不了。唯有用信

心去相信，神會親自告訴你他是誰。用信心完全接受神的一切話，這人是聰明的。就算你不完

全明白神的話沒關係，神會指引你。在聖經裏面我們有很多的話語無法明白，但若用完全的信

心接受神，那就是我們的福氣。

下麵是我的一個見證，榮耀歸給主。

在 2013 年，從東京回到名古屋後因為工作不太理想，完全沒有想到後果就把工作辭掉了，

以為馬上就能找到新的工作。可是隨之而來的是一個一個的拒絕信和電話。有的是公司直接拒

絕外國人，有的是今天把履歴書提交後，第 3天馬上就收到拒絕信。心裏有很多的埋怨，有的

埋怨是針對自己沒有計劃性，有的是對那些公司。但沒有埋怨神，也不敢埋怨神。因為知道神

從來都不會錯誤或是失敗，失敗只有是在人的那一方。在那個時候加上妻子也懷孕，壓力更加

的大，臉上不能顯出憂愁，心裏確實十分的焦急。但在這裏從心裏十分的感謝主，主所賜的另

一半永遠都是最好的。妻子從來沒有發怨言，只是一直在鼓勵我，現在回想這真是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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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聯繫工作的時候，有一位教會的弟兄說他工作的地方你不如打電話問一問。抱著跟往常

一樣的態度打了一個電話，對方很客氣的讓我把履歴書郵寄過去，2個禮拜收到資訊說我的履

歴書通過，下一次是集體討論。心裏非常感謝主，但同時也非常的擔心，因為在以往的就職活

動中，每一次的集體討論都是被淘汰的主要原因，認為這一次可能也不例外。我到底能做什麼

樣的準備呢？只有禱告依賴神。只要有時間就禱告，心裏默想神。很奇妙的，神賜出人意料之

外的平安。在當天的討論中的題目是：理想的上司用一個字來表示的話，你要用什麼字來表示。

基督徒的話只有一個字就是愛，我毫不猶豫的說是愛。另外的幾位雖然沒有否定我，但我知道

他們心裏肯定在想這個人真俗，什麼年代了還說愛。我又看了面試官一眼，他在那裏也表現出

沒有什麼興趣的表情，就這樣集體討論結束。在回家的路上，心裏一直忐忑不安，好好的一次

機會就這麼失去了。回家後禱告神幫助，神真的其妙，2個禮拜後收到資訊通過並參加下一次

的綜合考試。我心裏在想為什麼呢，我表現的那麼差，怎麼能通過的。原來是神奇妙的安排，

後來才知道雖然那天集體討論發表內容不太好，但人事部的上層職員想見見唯一的一位中國

人，就給我一次機會，這是後來才知道的。綜合考試的科目涉及的有國語(日語）、英語、數學。

說實話那個都不是我的強項，只好繼續禱告神。當天的考試 70%都打錯，心裏完全不明白，這

次不用懷疑，考試的分數就直接表明知識水準，我毫無疑問不合格。

但是神讓我合格，而且接到資訊參加第 1次集體面試。在這個時候，我心裏有一點確信，

神好像為我預備這條路。在接下來的 3次面試中，我每一次的面試都不是那麼好。但每一次的

結果都是合格通過。從 3月中旬開始預備這家公司到 8月中旬，5個月的時間，最終拿到了內

定。一般 5次考核就能夠拿到通知，我是花了 6次時間。

日本學生的話在 3月中旬開始，5月初就能得到通知，我是 8月中旬。這是完全是神的預

備，我完全的接受。神讓我學會慢慢的依靠、等待與禱告，雖然不明白神的預備，但用信心完

全的接受神一切的安排。我所能做的就神安心的等待，等待神去做。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有的時候真的盼望我們能放下一切操勞，單單的等待，用信心接受神

那奇妙的預備，並感謝主。這是我們能做的，也是我們僅僅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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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見證

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孫龍弟兄

本人孫龍，作為新入社員 2014 年 3 月来到名古屋這个陌生的城市。我老婆是基督徒我偶

爾會陪她一起去教會禮拜，来到名古屋後通过朋友介紹知道了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

田傳道特意来我們家附近見了一面，為我們将聖經上不懂的經文解釋一番，還邀请我們去

作禮拜，我們第一次去作禮拜剛好趕上復活節禮拜，有聖劇，大家雖然排練時間比較短還要看

稿子，但是很有投入感，也能感覺到演員对神的敬畏。愛餐時，看到好多人一展身手很是感動，

感覺大家真像一家人一樣。

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 6周年時，我在教會裏受洗，8月份参加教団組織的夏令會又結交了

很多朋友，広島基督教生命堂的阿姨們很照顧我們，排到名古屋教會做早餐時，阿姨們比我們

先到厨房幫我們忙。很感動，真的和親人一樣，這個只有在主裏面才會有的。我也把教會的事

當成自己的一樣，主動的去做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

那几天有机會和几位牧師師母聊天，真是收穫很大，堅定了自己的信心，也对神的話語更

加渴慕。石牧師告訴我說：“我們教団的特色之一是非常注重經文背景的，分享一段經文時要

先去了解背景，這樣就不會断章取義。”

夏令會最後一天牧師呼召决志全時間事奉神的工人時，我看到周围很多人都站起来了，我

覺得别人能做得到的，我作為一个新的基督徒又渴慕神的話語，我也一定能做到，於是就站起

来了。當時我還不知道是要做傳道人，田傳道告訴我之後，我有點猶豫了，因為我作為一个新

入社員，又剛剛在国内買了房子，接下来又要買車生孩子，太多世俗的事纏住我了。後來又想

一想，既然我在神的殿堂裏再三决定，如果我能作為一位傳道人為神做工我一定很快樂、而且

神不會不管我的。

夏令會回来之後有一次带我老婆去學長家做客，聊到了信仰的問題，學長的老婆家人有信

主的，想和我們了解一些信仰上的問題，這次是我第一次為人傳福音，感覺自己雖然有一顆心、

但是对聖經還是不够了解。

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作為一名基督徒有机會傳福音又因為自身裝備不够而不能很好的

讓对方接受，真是一件可惜的事，我還會不断努力的，經过這件事也更加堅定了我要做一名神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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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見證

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姚丹丹姊妹

從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中的我，一直享受著基督的愛卻不知道那是何等的寶貴。一直認為

那是我祖先的神，跟我關係不是很大。一心想著靠自己，隨心所欲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籍著疾

病，讓我真正的認識了神。拉近了我跟神之間的距離。生命得到一次新的更新，價值觀也改變

了。

我清楚的感受到了神一次又一次的接納我，醫治我受傷的心。從那以後，我便有一顆跟隨

神的心，雖然這個感動一直在我的心裏，可我不敢輕易確定。一方面是我覺得自己不足，另一

方面是我想等待確定是神的呼召。

家人一直鼓勵和支持我出來事奉主、做主工。說神這樣特別的愛我，特別的恩待我，我再

不放下自己出來為神做工實在是慚愧。原本我總覺得出來服事這條路很艱辛，沒有勇氣走出去，

一方面又想把神對我的愛跟別人分享，

傳揚神的奇妙。內心一直糾結著，爭戰

著…直到了參加這次夏令營，聽到石牧

師在呼召，我內心的烈火燃燒了起來，

按耐不住想為神做工的心。深知自己對

聖經真理的見解缺乏，我想裝備自己，

願意擺上自己，求神來使用，全然聽命

與神，申請入讀神學院，求神親手來帶

領，堅定我的信心，不斷明確神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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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 李秀影姊妹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主的這句話真的讓我領會到了！感謝主

耶穌！讓我們全家人每一天平平安安，也感謝主讓我這次參加了夏令營活動。這是我信主這麼

長時間第一次參加教團的營會。真的感謝主，讓我在這次活動中體會到了大家庭的溫暖和主的

愛心無處不在。特別是看到在廚房服事的阿姨們為大家準備的飯菜，看似簡單，可是我卻無法

做到。當我一進廚房時真的很吃驚，看見阿姨們煮好的麵條，切好的菜整整齊齊擺在桌面上，

再看到阿姨煮麵條時汗流滿面的臉頰，洋溢著發自內心的喜樂，真的心裏又感動又羨慕。我想

如果我不信主，肯定會想為什麼讓我幹這些活，是主讓我看到了神的愛在她們裏面。

主做每一件事必有祂的美意，或許我們無法知道。參加夏令營之前，我就向主禱告，讓我

這次別白來，能有所收穫，聽牧師們的講道靈裏得長進。可是來了之後，事情完全出乎我意料，

我的女兒不願和別的孩子一起玩兒，沒辦法只好走到哪兒都領著她。我很想聽牧師們講道，這

是很難得的機會，可是女兒在教會不能像我這麼認真地聽，總會出點聲音和動靜，每當這時，

我就看見有些姊妹就會看我女兒一下，心裏很不是滋味，覺得是女兒打擾了她們聽道。我自己

也想好好聽道啊，著急，委屈…眼淚一下湧了出來，心裏甚至有一個念頭，下次說什麼都不來

了。吃飯的時候，難過的心情還是沒有平復，這時有個姊妹提醒我說，你好有福分，能和羅牧

師羅師母坐在一起交通，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我記得當時是哭著和羅牧師羅師母說話的，牧師

為我和孩子禱告之後，我的心情就好了很多。在那之後，我又單獨遇見了詹牧師詹師母，我又

和詹師母聊了很多，聽師母們講了很多她們的見證，她們又為我做了一個特別的禱告。真的感

謝主！主知道我的委屈，賜給我這麼大的恩典，這是用金

錢買不到的東西。

我想我們每個人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會遇到各樣的困

難，可是我堅信只要我們一心一意信靠主，主就是我們的

避難所，是我們的磐石！主耶穌說：“所以我告訴你們，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

得著（可 11:24）。”我們只要不斷地自我更新，朝著主的

標杆走，就沒有難成的事。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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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以勒的上帝

広島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於楽紅姊妹

2014 年 5 月 6 日晚上 8點 42 分，李雅萱平安順產，誕生在這個世界上，開始她的生命旅

途。在這個祝福的背後是上帝那美好的預備，通過雅萱的出生，也讓我們一家人又一次見證上

帝的奇妙全能。

聖經創世記記載，當我們的始祖亞當夏娃犯罪之後，上帝便咒詛女人必在生產上受痛苦(創

3：16)。因此，每個要做媽媽的人多少都會畏懼，尤其是我這個從小連打針都怕的要命的樂紅

媽媽，感謝神在第一胎生我的大女兒雯熙(Cc)的時候，透過禱告和讚美以及向神仰望，上帝擔

當了我的疼痛，雖然經歷了 16 個鐘頭的分娩歷程，但是神與我同在，我的毅力讓我在日本的

主治醫生都為之驚訝。這個見證在之前的生命季刊上已經詳細記錄了，但這一次上帝又一次幫

助了我。事情是這樣的，這次生產因為我的媽媽沒能來日本照顧我，因此我選擇回國到媽媽的

身邊去，在日本生活的我，然後回中國去生寶寶，這樣就涉及到很多手續上的問題。例如：孩

子的簽證啊，國內二胎落戶以及各種證明，早在回去之前，好多親朋好友，包括教會裏的某些

弟兄都警告我，說：“你這樣回去生很麻煩噢，可能會罰款甚至孩子沒法辦過來等等……。”

但是我還是堅持自己的己見，也是女生的柔弱心裏想要在媽媽身邊自己才覺得安心吧，選擇回

國生產。5月 6號的預產期，我提前一個月回去準備待產，回去之前跟我家丈夫李波弟兄計畫

了一下，因為他上班正好在五月有個長假，因此他的行程是四月末假期開始回去，五月十號假

期結束回來，把孩子的出產證明都拿回來辦理手續，按照這個計畫的話，一切都不影響。生了

寶寶後還能陪我幾天。就這樣我在國內一直等待著，一直到他也回來中國。眼看預產期一天一

天近了，可肚子裏的寶寶絲毫沒有出來的意思，這時我倆傻了，因為老大就是超過預產期十天，

後來沒辦法催產生出來，那這個要是超過四天，那我們的原計畫不都泡湯了嗎？我們找醫生商

量，說有沒有可以催生的方法。醫生說：“不然就刨腹產吧，想自然生的話，你這個狀態還要

等很久，急著催生對自身危害很大。”聽見這個消息，真的是讓我不知所措。刨腹產我是絕對

不想，因為我一直堅信自然產才是最好的，何況第一個已經堅持過來了。就在我希望快破滅時，

我的媽媽又一次對我們說，你們都急到神的前頭去了，只用人的辦法而不去真正的信靠神，忘

記你生雯熙時候所經歷的了嗎？聽到這，我倍感羞愧，是啊，怎麼一遇到事情就把起初的信心

丟了呢？然後在預產期的前一天，我媽媽叫我們一起來禱告，讓我們堅信神是不誤事的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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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禱告，讚美，預產期那天就辦理入院手續，相信上帝會幫助我們。就到我入院那天，

一個很有經驗的醫生還是說你這起碼還要等兩三天，因為你一點其他的生產現象都沒有，產道

口才開兩指。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很奇妙，就在下午四點，我覺得是

今天又沒戲的時候，肚子開始猛烈的陣痛，連前奏都沒有我們就馬上叫醫生，醫生過來看，說

你怎麼想啥就來啥呢？要是持續陣痛的話明早就能生了！可你知道嗎？上帝的恩典，並沒有讓

我痛那麼久，兩個小時後，醫生再一次過來看就說：“這不隨時都有生的可能了嗎。”於是就

讓我進了分娩室，有過一次經驗的我知道在這個時候只有上帝能幫助我，我丈夫李波弟兄也一

直說：“親愛的，禱告噢。”我就在分娩室大唱讚美詩，接生的醫生問我嫂子說：“你妹妹唱

的什麼歌，還挺好聽的。”我嫂子告訴她說：“我妹妹她們是信耶穌的，唱的是教會裏的歌。”

好多當晚在值班的護士都過來看，說：“頭一次聽見分娩室裏的唱歌聲，而不是哭聲。”就這

樣一個鐘頭左右，感謝神，上帝所賜予我們的又一筆財富“李雅萱小姊妹”誕生了。

上帝讓我們又一次經歷到了他的奇妙，並在雅萱出生後的幾天裏，所需要的一切手續都準

備妥當。按照我們當初的原計畫是李波弟兄先回到日本辦理接下來的出生等相關證件。這是一

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但是上帝往往就是要透過你眼中的平常去讓你認識我們的上帝是怎樣一

位不平常的神，願弟兄姊妹也都能多多的經歷和認識這位偉大奇妙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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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裏話

広島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宋淑琴姊妹

我叫宋淑琴，我的姐姐是個傳道人，她總是向我傳福音，但我總是心不在焉。時間久了在

內心深處竟也相信有神的存在，卻一直為自己找藉口不去教會服事神，心裏總是說，時間還沒

有到。等時間到了，我會自己走到教會，就這樣一直等了十多年，2013 年 8 月 10 日那天我去

超市買菜，遇見了徐麗華姊妹正在發教會單張，她說：“我們教會馬上就要過四周年了，你來

聚會吧！把你家人也一起帶過來，帶到教會。”我說：“他們不會去的”。徐姊妹就說：“連你自

己都不來教會，怎麼讓家人來呢。”我一想好像也是，於是便問她教會的地址，當天晚上我就

去了教會，從家裏出發之前我就對自己說，既然走進教會了，就要好好信靠神。至今我清楚地

記得那天是田傳道帶領查經，查經內容是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次參加迦南團契，感受到從未

有過的喜樂。

從那一天起，我每週參加迦南團契，主日禮拜也都努力去教會，並且參與到教會的各項服

事當中，每天都感到很喜樂。總是在感慨，如果早一點來到神的面前該有多好。

2013 年冬令會，我接受了洗禮。當時的我在心裏默默地下了決心，雖然自己信主比較晚，

但我要努力去傳福音，讓更多的人知道了解並且相信主耶穌，我也會努力結果子，與弟兄姊妹

一同在靈裏成長，也會經常打電話關心問候，一同學習神的話語，我要作他們的榜樣，要在服

事神的道路上向著標杆直跑，決不能軟弱。

轉眼間我來教會差不多一年了，在 2014 年裏我曾參加了夏令會，連續三天在屬靈的大家

庭裏與三堂的弟兄姊妹在一起過屬靈的生活，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探討，每個人都分享自己的

見證。短短三天時間裏卻讓我受益匪淺，我要更加愛神，也想讓更多的人能夠明白神的話語，

所以我決定要報名神學院參加學習，好讓我也能傳講神的道。雖然我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學三年

級的水準，但是我會努力學習，盡我所能聽神的指引，甘心事奉，我的教會馬上要迎接五週年，

我也要跟大家一起出去發單張傳福音，這回可不是只用嘴巴親近神，也能夠用行動影響更多的

人明白神的大愛！神的愛可以改變我們的一生，我會把教會當成自己的家一樣，我要在這條通

往天堂的道路上，一直向前走不看左右，不管有多難，不管魔鬼的攔阻有多大，都無法攔阻我

的腳步，直到主來的那天為止，做一個快樂多結果子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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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信靠誰

広島基督教生命堂 駱媛姊妹

前不久老公接到一個剛回國不久的朋友的電話，交流了一下這段時間各自的近況。在國內

工作生活，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是很大的。買房的經濟壓力、找物件的壓力、工作環境壓力、人

際關係壓力等等，讓人身心疲憊。在交談中，瞭解到他最近交往中的女朋友雖然還沒有受洗，

但經常會去參加家庭教會，老公一直勸說他要跟他女友一塊好好學習聖經，早日受洗，將自己

交托主。但這位朋友開玩笑說，家裏有一個就可以啦，他女朋友依靠主，他依靠他女朋友就可

以啦。我老公說，你女友如果是名真正的基督徒的話，會糾正你這句話的。放下電話，我們就

針對這個問題好好地討論了一下，我們到底應該依靠信靠誰呢？要依靠父母、依靠家人、依靠

自己、依靠朋友等等嗎？但我們基督徒卻將自己完完全全地交托給主，依靠信靠主耶穌。相信

主耶穌的美意，相信祂賜予我們的，都是最適合我們的，祂為我們預備好了一切。

其實在受洗之前，我是更相信人是要依靠自己，依靠家人的，以前不認識主也活得好好地，

人生不偏不離地走到現在，來到了日本。靠家裏人的經濟資助和自己的努力與運氣，考上了日

本的大學院，完成了自己的留學夢想。是不是在未來的人生中，再靠著自己靠著家人，也可以

繼續地這麼走下去呢？我沒有這樣地走完人生，所以沒有辦法回答自己的設問。因為我遇到了

現在的老公，很感謝他帶領我認識了主，從接觸到主耶穌以後，生活開始有了許多的改變，這

種改變首先是表現在心態上面。不會再為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而焦慮不安。心態更多地是平和與

希望，相信主看得到你的努力，聽得到你的禱告。他會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給予你最

合適的供應。而在現實生活中也確實經歷著這些見證。我們的學業，我們的婚姻家庭，我們的

前程。神都已經為我們預備好了所有，主耶穌說：“你得不到，是不求。你求也得不到，是妄

求。”所以我們需要放平心態去好好禱告，主一定會為你做最合適的安排。其次是為人處世態

度上面的改變，我以前是急性子，也容易發脾氣，可是跟了主以後，自己越來越處世成熟了，

與人交流溝通也會多為他人考慮了，不再亂發脾氣，我相信這都是聖靈在做工，在改變著自己，

讓自己努力活出基督的樣子。

我相信每一個基督徒都在把自己交托給主，全身心地信靠主之後，都會有許許多多的見證

與變化發生在我們各人身上。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非基督徒能聽到神的召喚，不再以自我為中

心，找到真正可以信靠交托的主，走上正確的道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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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專欄」

詩 三 首

広島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涉穀幸一弟兄

靠 主 喜 樂

三堂團聚苦樂園，歡歡喜喜三日間；

避暑靈修得餵養，心意更新靠改變。

人生苦樂有辛酸，尋求安慰與主談；

打開心靈之窗口，喜樂人生主陪伴。

——夏令會有感

生 命 更 新

路 12：22-23

生命不靠吃和穿，全靠天父來養咱；

不要憂慮求喜樂，恩典處處在眼前。

甘心樂意全奉獻，思慮憂愁就不見；

生命更新全靠主，平安喜樂常陪伴。

恩 典 夠 用

太 6：25-34

因罪捆綁心憂傷，因主聖靈得釋放；

神的話語存心底，孤獨無助得力量。

主賜恩典夠我用，常常都在喜樂中；

恩典陪我永存留，背起十架與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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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會相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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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手工藝手工藝手工藝手工藝

作作作作 品品品品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生命之道季刊

第 35 頁

文書組希望能收到你的見證文章（手稿、錄音、電子版都可以），直接交給文書組同工俞貞貞姊妹

�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生命之道季刊

第 36 頁

文書組希望能收到你的見證文章（手稿、錄音、電子版都可以），直接交給文書組同工俞貞貞姊妹

生命之道季刊

出版: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主編：文書組同工 排版：莫東光傳道

本刊每個季度出版一次，免費贈閱。歡迎弟兄姊妹踴躍投稿，把我們每天經歷

到的主的恩典，主的帶領與眾弟兄姊妹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