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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3:33-44
石井豊 牧師

住棚節對以色列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節慶，是屬耶和華的節期，是三大節慶的其中一

個，以色列所有男丁都要前往耶路撒冷敬拜神，正如聖經所記「利 23:2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

“耶和華的節期，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利 23：44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的節期傳

給以色列人。」這是利未記 23 章記載的耶和華的節期。

住棚節的意義住棚節的意義住棚節的意義住棚節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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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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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三次記載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向神守節⇒「出 23:14-16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

節。你要守除酵節，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亞筆月內所定的日期，吃無酵餅七天，誰也不可空手

朝見我，因為你是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節，所收的是你田間所種勞碌得來初熟之物，並

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節。」這三個節日就是逾越節、五旬節、住棚節。「出 34:23-24 你們

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我要從你面前趕出外邦人，擴張你的境界，

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見耶和華你神的時候，必沒有人貪慕你的地土。」「申 16：16 你一切的男

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卻不可空

手朝見。」

雖然在摩西的時候就已經定下這樣的規矩，但是自從以色列人進迦南地之後直到從巴比倫

歸回之間他們都沒有守過住棚節，從聖經的記載我們就可以曉得：「尼 8:17 從擄到之地歸回

的全會眾就搭棚，住在棚裡。從嫩的兒子約書亞的時候，直到這日，以色列人沒有這樣行，於

是眾人大大喜樂。」後來，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帶領百姓守了住棚節，眾人大大

喜樂。

一、由來

1、紀念神的作為。

「利 23：43 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棚裡，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在曠野的 40 年神譲他們知道帳棚是暫時的寄宿而已。

「申 8：2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

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因為帳棚是不堅固不可靠的居所。神要以色列人天天

來投靠神。

「詩 78：72 於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是神自己來

照顧以色列人照著與亞伯拉罕的契約。

2、紀念神的關懷。

「出 23：16 又要守收割節，所收的是你田間所種勞碌得來初熟之物，並在年底收藏，要

守收藏節。」神使穀物有好的収穫、没遭遇被蟲吃掉而収穫減少。感謝神之後就準備過住棚節。

「申 16：13 你把禾場的穀，酒醡的酒，收藏以後，就要守住棚節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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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1、向神獻上感恩。

「利 23:41-42 每年七月間，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你

們要住在棚裡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裡。」40 年間没受到惡獸的侵襲。白天有

雲彩夜間有火柱保護。

2、神賜於喜樂。不只給以色列人，連寄宿的外邦人也都要喜樂。

「申 16:14-15 守節的時候，你和你兒女，僕婢，並住在你城裡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

與孤兒寡婦，都要歡樂。在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你當向耶和華你的神守節七日，因為耶和華

你神在你一切的土產上，和你手裡所辦的事上，要賜福與你，你就非常的歡樂。」

「亞 14：16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並守住棚節。」千禧年的時候全地球的人都會來過節。

三、應許

1、祝福

「利 23：40 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上的枝子，與茂密樹的枝條，並河旁的

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敬虔的猶太人現在還是在以色列地過這個節日。所

以神還是保守以色列人。

2、永久

神賜於我們永久的盼望⇒「林後 5：1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

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這是給我們對將來的盼望。

神賜於我們活水的江河⇒「約 7:37―38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可以滋潤乾渇的靈魂。

「約 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

生。」可以滋潤別人。

3、審判

不久的將來，神會施行公義的審判⇒「啟 14:18-19 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

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著說：伸出快鐮刀來收取地上的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萄熟

透了。那天使就把鐮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丟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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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中發生⇒「亞 14:8 那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一半往東海流，一半往西海

流，冬夏都是如此。」

「賽 66：12 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國的榮耀延及他，如同

漲溢的河，你們要從中享受，〔原文作咂〕你們必蒙抱在肋旁，搖弄在膝上。」

「詩 22：27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

此我們應該遵守這個節日。利 23：41 每年七月間，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這為你們世世代

代永遠的定例。

2015 年第一屆家庭營 in 琵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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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專欄」

聆聽神的話有益處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俞秀蘭姐妹

約翰一書 4章 20 節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不愛他所弟兄，就

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有古卷作怎能愛沒有看見的神呢）”

今天想在這裡和眾兄弟姐妹分享一個因為這段經節的話，知道親近主耶穌，讓我可以和自

己家裡的兄弟姐妹恢復了聯繫，使得我的父親和姐妹得救的信息，讓我父親可以安息主懷，在

天上和我母親再會。感謝主！讓我更加體會到學習聖經的重要性，也明白了我們教會為什麼會

建立那麼多的查經班，了解了我們教會牧者和傳道人的良苦用心，希望可以幫助的我們眾兄弟

姐妹靈命得到成長，感謝主！

現在我來說一下事情的經過，那是在一年多前，我有參加教會的查經班和神學課，具體時

間不記得了，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是牧師有連續幾個星期，上課的時候提到約翰一書 4章 20

節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不愛他所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

（第一次就對我觸動很大，因為以前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有 10 幾年幾乎不和自己的兄弟姐妹

有聯繫了，當時就覺得要聯繫家裡的兄弟姐妹。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就是聖靈的帶領，因著這事

情，自己成為神學生及教會的同工。我想我是不是需要改變一下，但是很快過後就忘記了，結

果上課的時候牧師有連續幾次提到這個經節，我實在忍不住了。覺得我必須要聯繫我家人，所

以我又重新和家裡的兄弟姐妹建立了聯繫，也是因著這樣的聯繫，我的兩個姐姐也願意接受耶

穌基督為她們個人的救主了。當然這裡有我母親在世時候所做的功勞（我母親是基督徒，也是

非常熱心服事主的信徒）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次我父親的突然被主接去，安息主懷的事情發生後，

讓我更加看見只有我們的主知道明天會有什麼事情會發生，感謝主這次因著父親的安息主懷讓

我大嫂也願意接受耶穌為她個人的救主。所以，這樣的感恩感激的心情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更加讓我想說的是，我大嫂現在還每週和我姐姐她們堅持去教會聚會。

在這裡我想說只要我們堅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始終在看顧保守我們。我們所思所求所需

他都知道，而且祂比我們更加知道什麼是對我們有益，只要我們願意讓祂牽著我們手，跟著祂

走，相信我們一定會看見神在我們身上成就的榮耀。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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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暗走向光明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神學生 彭麗穎姊妹

感謝主！今天能認識這位真神，是他使我從黑暗走向光明。“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

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

大呢！馬太福音 6:22-23”我是一個沒有遠見的人，每天生活在痛苦和黑暗的世界裏，無所事

事，在我無助的時候認識了我先生，就跟我的先生結婚了。不結婚還好、結了婚又後悔、為什

麼如此草率的嫁了人？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的煎熬裏,想想就後悔、每天都跟自己過不去,給老

公臉色看,對孩子怎麼都行,就是跟老公過不去。在我兒子，一歲多的時候就提出來跟老公離婚，

老公沒同意，再一想到孩子還小，出一家進一家不容易，就這樣一來二去的就有了第二個孩子，

日子過的還不錯。可是又過了幾年，又開始夫妻走向低谷，這次是愛人提出離婚，我一口拒絕

了，說：“不離，要離就等孩子大了再離”，就這樣稀裏糊塗的過到孩子大了，心裏始終沒有把

這件事忘掉，就盼著孩子再大一點，再大一點，抱著到了六十歲就落葉歸根，孩子大了就離婚

的態度。這樣的日子就好像度日如年。

但今天認識了主，一切都成為了過去。是主把我從黑暗的日子裏拯救出來，從此過上了幸

福甜蜜的生活，夫妻和睦，家庭和諧，走向人生的幸福大道，感謝主！保全了我的家庭，孩子

也不再整天為父母擔驚受怕，使他們有一個平靜安穩的生活。主，謝謝你的愛。謝謝你的保守

與看顧，使孩子今天能夠與主同在同行，知道自己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在今世有平安，有

祝福，來世有永生的盼望！阿們！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詩篇 18:1)

（下圖左邊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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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愛改變了我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宋金玲姊妹

我是 1996 年的冬天來日本,我很幸運,可以說很有福氣,來日本不久後就接觸到福音。很單

純的就接受了。在 1997 年 5 月 18 日復活節時候受洗的,起初真的像很多信徒一樣,非常的有信

心,無論是禮拜還是周間的查經,都積極地參加。

人真的很渺小和有限,當遇到波折時就很容易被困難打倒。所以說我們得救是一時,得勝卻

是一生之久要學習的功課,在信仰道路十幾年當中,跌跌撞撞走了太多的彎路,以致缺乏了神的

榮耀。沒有活出神的樣式,一直以來就成了那種不冷不熱既如溫水的基督徒。但是雖然軟弱,

有一點是可以確信的,我所信的這位神是值得依靠的,他是自在永在的創造者。羅馬書 6章

12-14 節: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

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最必不能做你們

的主,因你們不在法律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雖然有這樣的認識,當軟弱的時候還是站不起來,

一直有兩個律法在掙扎,就這樣轉眼之間,過去了十幾個春秋,就是自己的信仰根基不穩。仿佛

撒種的比喻中,有撒在沙土地上,房屋當遇到雨淋,水衝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

直到三年前的一天,教會在選同工時,師母問起我,你要不要來當同工呀,我很沒有自信的

說:我可以嗎?什麼都不會。師母語重心常的說你可以做些簡單的,比如在禱告組做禱告工作,

當時由於愛面子,想自己一直沒有為教會做什麼,就勉為其難地接受了。同時心裡很不安,一直

有聲音在問我,真的可以嗎？因為平時都沒有穩定的靈修生活,更別提為別人代禱了。但同時也

在神面前立志禱告,既然教會有這個需要,我願意來挑戰一下。就這樣開始做禱告組同工的工作,

很慚愧一年很快過去了,做的很不好,內心覺得非常懊悔。但神真的憐憫我的軟弱，第二年又給

了我同樣服事的機會，繼續做禱告組，於是我的心再次被堅定。再次向神立志說一定要好好服

事主，可是人就是這樣的不完全，即使神不斷的為自己機會，可還是辜負了上帝的託付，我又

糊裡糊塗的做了一年，真的不佩做神的兒女，三翻五次的失信，但神仍然愛我。萬萬沒想到，

上帝又給給了我第三次機會，當接到第三次機會時，我還愚蠢問傳道人說:還讓我做禱告組的

同工呀？已經是連續三年了，那傳道人回問我說:你有心志做別的同工嗎？我當時啞口無言了，

還是做禱告組吧。

當天晚上向神做悔改的禱告，認識到這是神給我的最後一次機會，自己非常羞愧，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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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心裡堅定的勵志在神的面前，這次一定努力好好服事，並且抓住每次聖經的學習，積極

參加每天的早讀，主日也盡量都分別為聖，神特別恩待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在 9月 12 日

順利的成立了八尾團契，再次信心被堅立，並看到自己的負擔，希望借著這個團契能夠把福音

廣傳，雖然自己還是有很多不足之處，只要我們有願意擺上的心志，謙卑順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他必把我們塑造成合他心意的器皿。願我們每一位神的兒女都能每一天活在神美好的旨意當

中，如路加福音第一章 74-75，78-79 節:中所說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就可以終身

在他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他。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

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願一切榮耀歸於神，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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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隨筆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袁光弟兄

創世以前你已揀選了我，我慈愛的天父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靈，我抬頭仰望天空你在那裏，

我低頭俯視內心你在那裏。當我年少無知，你把我尋回，給我安慰,脫去我罪的枷鎖。給我兒

子的名分。每當我軟弱無助，迷失在黑夜裏，你給我希望讓我看到希望之路。每當我愛慕世界，

失去了愛你的心,流浪在外無衣無食,你又一次安慰我、我兒回來吧。我必不請看你憂傷痛悔的

心。我懷疑你時，你給我力量。我軟弱時，你使我剛強。我懊悔淚流滿面，你為我擦幹。誰能

安慰我憂傷的心，唯有你,我的主。誰能滿足我內心的需要，唯有你,我的主。

苦難雖然波濤洶湧而來，但你是我的避風港。你對我的愛我難以言表。唯有為你而活是唯

一目標。每一次跌倒你都教我如何學會堅強，跌倒後站立。內心肉體上的軟弱唯有你使我重新

站立起來。撒旦雖然試探引誘我。但上帝你潔淨我、吸引我、歸向你。

饑餓的時候，我們覺得食物最重要；流浪的時候，我們覺得家最重要；煩惱的時候，我們

覺得開心最重要；急難的時候，我們覺得平安最重要；生病的時候，我們覺得身體最重要……

當生命將盡，人才會明白，其實除了神，沒有什麼是重要的；而擁有神，也就擁有了所有我們

曾經認為最重要的！外在的萬貫家財，不如內在喜樂健康；外在的豔麗美貌，不如內在單純善

良；外在的山珍海味，不如內在饑渴慕義；外在的身不由己，不如內在攻克己身； 外在的肉

體享受，不如內在心靈釋放；外在的書讀萬卷，不如內在明白聖經；外在的結交千人，不如認

識耶穌一人；外在的虛名冠冕，不如與主一同作王。

勇敢，是面對失去的淡定，是面對絕境的從容，是面對威脅的持守，是面對挑釁的堅定。

勇敢，不是跟人爭戰，而是對罪宣戰；不是逆來順受，而是靠主得勝；不是輕率魯莽，而是智

慧溫柔；不是欺淩孱弱，而是舍己愛人。基督徒的勇敢，是背起十架跟隨主！希 10:35 不可丟

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天父，感謝你按你的樣式創造了我們，並不因我們的無知頑梗而棄絕我們。求你在我們有

生之年，讓我們因著敬畏你，被你的愛所感化，懂得如何把你的愛傳遞給那些不信的人和異教

徒。我們把前面的道路和命運擺在你的面前，求主繼續用你的愛對我們說話，施恩祝福並親自

帶領我們！奉主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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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 し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木下 玲子姉妹

マタイによる福音書 6章 34 節「だから、明日のことを思い煩うな。明日のことは明日自

身が思い煩うであろう。一日の苦労は、その一日だけで十分である。」

私は今、この御言葉に支えられています。子供が喘息発作による入退院を繰り返している

ことや、最愛の母が、天に召される日へのカウントダウンが始まったことによる不安から、

夜も眠れぬ日々を送っていました。

しかし、「空の鳥を見るがよい。(種を)まくことも刈ることもせず、倉に取りいれること

もしない。

それだのに、あなた方の天の父は彼らを養って下さる。あなた方は彼らよりもはるかに優

れた者ではないか。」とイエス様は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

以前の私は、いつも自分の力で何とかしょうと奔走していました。

そして結果が出せず疲れ果てていました。

無理矢理に人の気持ちを動かすのは難しいし、上手くいかないと思います。ましてや、ま

だ見えない未来に怯えて暮らす事も、何の意味もありません。

でも、偉大な神様を信頼し、お力が頂けたら、きっと大丈夫な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よう

になりました。

今年の夏に私達の教会では、サマーキャンプがありました。天気予報では、季節外れの台

風が二つ近づいていました。テントを張ってのオートキャンプだったのでとても心配しまし

たが、台風の狭間に夏風の薫る素晴らしい場所を、主は私達に与えてくださいました。何も

心配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のです。

今、この瞬間幸せであれば十分です。その瞬間，瞬間に、悩み、反省し、そして感謝して

暮らしていけたらい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最近は感じています。

神様はいつも私に寄り添い、慈しみ、慰め、何とかしてくださる。

私の心の重荷はとても軽くなりました。

だから私は、もし友人が重荷に苦しんでいたら、

「大丈夫、大丈夫！ 今の幸せを喜びましょう！

後は神様が何とかして下さいますよ。」と笑顔で声をかけたいと思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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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之路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王敏姊妹

由於媽媽是一名基督徒，在二十年前我已經認識了主，那時年輕的我沒有任何的差經和靈

裏生活，只有簡單的禱告。

走進教會，參加主日禮拜是從 2014 年的 10 月在日本大阪生命堂開始，那時心靈一種莫名

的空虛，想去尋求神。感謝主，神真是恩待我，借著我走進教會不但把我們整個家庭帶到了主

的面前，也還給了我們在生活中莫大的恩典。我們從平庸的生活進入到和神一起溝通、交流的

環境中，禱告成為我們生活中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神的話語成為我們生活的話題和行走

的方向。

當時傳道人的一句話深深的刺動了我的心“門真需要你”讓我有種莫名的使命感！雖然心

有些痛，我還是放下優越的工作，就這樣一切按著神認為是好的開始了，使我的家成為門真弟

兄姐妹學習的地方，讓我們過著團契的生活，每週都有傳道人向我們供養神的話語。在團契中

神讓我知道如何去愛身邊的人，如何在“我”的裏面學習忍耐。我們肉體上的軟弱，求神來幫

助我們，我相信靠著加給我力量的神，萬事都能成！感謝主讓我們家庭的每一位成員能同心合

一的去為神的工去獻微薄之力，來成就主的工。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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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您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齊國榮弟兄

因為有您，我的生活有了明確的方向。因為有您，我的生命有了永恆的盼望。

從高中經歷過一些挫折之後、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去做決定，所以就養成了一個獨立的性

格；高中畢業自己找工作，來日本留學以及以後的發展方向都是自己去考慮的，父母一直很尊

重我的決定，只要是自己考慮清楚的事情父母都會放手讓我自己去做，所以慢慢就養成了無論

遇到什麼事情都是自己去想、去做，慢慢的在生活中學習和工作的壓力越來越大，心裡擔憂的

事情也就越來越多；慢慢的自己也不知道前面的路該如何去走，也不知道路的方向是通往哪裡。

就在今年的四月，也是我來日本的第五年，因著神的帶領我來到了教會。當來到教會，看

到聖殿中神聖的十字架的那一刻，心中是那麼的平靜，內心的不安與憂慮都被撫平了。教會的

生活真的是讓我感受到家的感覺，讓我覺得不再孤單，因為有一位神在我心中，在我身邊陪伴

著!一轉眼半年過去了，七月的家庭營到八月的夏令會，弟兄姐妹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在心中

有很多的感動。主啊，真的是感謝您，因著您的愛把我們聚集在一起，讓弟兄姐妹們在一起的

時候彼此關心愛護。夏令會結束回到大阪、回到原來的生活節奏中，一切事情也都很順利，但

是不知為何心中有一種莫名的不安，我禱告求神平靜我的內心，但那時那種不安一直在內心深

處揮之不去。

就在九月七日那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也就在經歷了那件事情之後實實在在體會到聖經裡

所講的“神是信實的”。下午三點二十分左右我開車去機場，剛啟動車子的時候心裡就莫名其

妙的不想去，當時心裡也沒多想就出發了；三點三十八分當聽到響聲驚醒的時候，車子右側已

經撞壞並擦著高速中間的柵欄繼續前進，當時很冷靜地握緊方向盤把車慢慢地停在橋上的緩沖

地帶。當車停穩的那一刻我立刻在包裡找聖經，因為那一刻知道了之前不安的原因，也是在車

速那麼快的瞬間發生事故、而我毫髮無傷的那一刻感受到上帝的保守看顧，他在他的兒女在遇

到患難的時候暗暗地保護著。當從車上下來還沒來得及報警的時候，我看到車後面不遠處高速

警察已經來了，真的是感謝主，他愛他的兒女，讓他的兒女在有禍患的時候不至於憂慮，因為

他已經為他們預備好了道路。正如哥林多前書 10：13 所寫的“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

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

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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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神是實實在在的一位神，是應許我們在困難的時候實實在在伸手扶持、幫助我們的

一位神；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們啊，當我們遇到試探的時候，當我們為生活所憂愁的時候，

真的不要畏懼，不要逃避，要有信心敢於面對，因為我們遭遇患難的時候，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們；在他亭子裡，把我們藏在他帳篷的隱秘處 ，將我們高舉在磐石上。他會帶領我們，為我

們開一條路，在我們內心脆弱的時候給我們信心，在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給我們安慰。沒有一

個憂患耶穌不能擔當，沒有一個痛苦耶穌不能背負，他的愛總是不離不棄。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在我們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我們前方的路；他必在我們呼求的日子，應允

我們，鼓勵我們，使我們心裡有能力；他必用他的手引導我們，他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們；當將

我們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所以弟兄姐妹們，當我們找不到工作的方向，尋不到生活的意義的時候，不要畏懼！因為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

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

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詩篇

27：1）”“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

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禍患

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

帳棚。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

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

到石頭上。（詩篇 9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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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頌贊歸於神—我的托業高分取得經歷

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 楊建偉弟兄

“主啊，我相信你定會引導幫助我找到合適的工作，即使我的托業分數考不到那麼高，我

也相信你定會成就。因為我的信心不止在於這點分數，而是建立在你身上。”

“主啊，真心恳求你成就我的托業目標分數：900 以上！不僅是為了使我脫離眼前的困境，

更是希望借著這件事，堅固我的信心，讓我再一次經歷你，感受你大能的帶領！我也願意將這

樣經歷告訴更多和我一樣處在困境中的弟兄姊妹，為主作見證！”

這是我在 2015 年 9 月 13 日參加托業考試之前做的禱告。一個月之後，成績公佈了，神竟

然真的讓我實現了目標：905 分！這真是我夢寐以求的成績，我要將一切榮耀頌贊都歸於我主

耶穌基督……

我是名古屋生命堂的弟兄，名叫楊建偉，從四年前以留學生身份到後來參加工作，我來到

教會已經四年多了。

2014 年 4 月份順利從名古屋工業大學大學院畢業後，我經過學校老師的介紹，來到了一

個製作工業設備的工廠上班。當初，懷著將公司的先進技術發展到海外的夢想，我應聘了公司

的營業職位。可是當我真正進入公司後，實際的狀況卻與我的想法大相徑庭。

反復枯燥的體力勞動佔據了大部分的工作時間，伴隨著身體的疲乏與受傷，上班變成了一

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自己的語言優勢、留學的經驗根本得不到施展的機會，眼前的工作到底有

何意義，自己的夢想能否實現，一系列的疑惑不斷地纏繞著我。久而久之，我對工作的熱情也

消失殆盡，心情變得非常差，沒有喜樂平安。有的時候負面的情緒會在週末帶到教會，我的低

沉狀態弟兄姊妹們也看在眼裏，大家都在為我禱告。

於是，我準備辭掉現在的工作。為此，我計畫通過參加托業考試，進而提高英語能力的方

式，來加強自己求職時的競爭力。

托業是一項針對英語能力的測試。在日本非常受認可，特別是找工作的時候很有用。當時

我想，如果我能考到一個非常高的分數，一定會在辭職後找工作的時候變得非常有利。

我自小就對學習英語很感興趣，也很有這方面的才能。在國內大學的時候，大學英語四級

和六級都是一次性通過，來日本考大學院的時候也蒙神恩典獲得滿分。因此，參加托業考試，

我給自己定下了 900 分的目標分數。可是在準備托業考試的時候，剛開始並不是十分順利。

首先是學習的時間非常少。那時我還在工廠上班，每天在工廠裏除了午休的 50 分鐘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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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都要站著工作十個多小時。十幾公斤重的機器搬上搬下，擰螺絲螺母，金屬加工，塗裝……

現場的工作非常辛苦，常常回到家之後連飯都沒有力氣吃，沒脫衣服就一頭栽倒在床上，有時

甚至就這樣一覺睡到第二天早晨。為了復習準備考試，我每天晚上回家後簡單吃幾口飯菜，就

趴在書桌上聽聽力，做練習題，每天最少學習到晚上一兩點。緊接著，早上七點多起床，還要

起來去上班。

其次，托業考試的內容並不容易，特別是考到拿得出手的分數非常難。考試主要分為聽力

和閱讀兩部分，每部分一百道選擇題，總共有兩百道題。其中，聽力的後半部分非常難，一長

段聽力內容只給聽一遍，然後回答相應的問題。稍微一不留神，整篇就放完了，完全聽不懂其

中的主要內容。此外，閱讀的部分時間非常緊張。長短篇閱讀的部分，需要在不到 50 分鐘之

內完成 13 篇長短不一，字體不同的英文閱讀。有一次考試結束後，我竟然還有 15 道題目沒有

做。

從 4月份底有辭職打算之後，我就開始參加考試。托業考試一個月最多只有一次，我從 5

月份開始考，一直到 7月份，但是其中的分數卻一直不見明顯的提高。第一次 710 分，第二次

715 分，距離我的目標還有非常遠的距離。此時我的心中產生了失望和遺憾，甚至有些灰心氣

餒。

於是我向神求告，主啊，你是鑒察人心的主，如果我的方法合你的心意，就請你成全結果。

我並不單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因為我本是愚鈍，沒有可誇口的，卻是要在主裏得平安與智慧，

因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9:10）

就這樣，在神的帶領下。我第三次考試的結果終於在 8月底發佈，比起前幾次只考了 700

多分，第三次考試竟然考到了 830 分，比上一次漲了 115 分。得到分數的結果之後，我立即做

了感恩的禱告，更加相信這是神給我的應許和認可。也堅定了我實現自己 900 分目標的決心。

就當我覺得一切順利進行的時候，意外卻發生了，我不得不提前辭掉了工作。那是 9月

10 日的傍晚，我在工廠上班。在關閉倉庫大門的時候，單位的同事沒有注意我的手的位置，

一下子把另一側的大門朝我這邊拽過來，我的左手小拇指被狠狠地擠壓了一下。之後，我在單

位領導的陪同下去了醫院，接受了簡單的治療。結果蒙神保守，萬幸沒有骨折，並無大礙。但

是，內出血和腫脹一直讓我疼痛難忍，無法專心工作。

為此，第二天我向公司提出休息的請求。本想著能休息一天或者至少一個下午，但是沒想

到公司一口回絕我的請求，不僅連半天的休息都不給，反而一如既往地讓我在工廠站著十多個

小時工作。本來由於手指疼痛難忍，前一天晚上幾乎沒怎麼睡著，再經過一整天工作的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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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體和精神都達到了極限，不得不向公司提出了辭職的請求。當然，這其中還有許多過程

與細節，在這裏就不一一描述了。

在做出辭職決定之前，我也向神祈求禱告。我也相信，神大能的手必定親自引領我走前面

的道路，發生這樣的事情也是神所允許，終究有神的美意。比如，如果沒有公司這樣不合理的

對待，也許我還不會下定決心離職。

我要堅定信心，不斷地靠主，無所懼怕，因為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羅馬書 8:28）

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我於 9月 13 日迎來了第四次的托業考試。對於還沒有開始找下一

份工作的我來說，這幾乎是我提高自身英語能力的最後的機會。因為辭掉工作後，就要東奔西

走忙於就職活動，根本沒有心情也沒有安定的學習環境去準備考試。

考試過程其實不盡順利。儘管我提高了做題的速度，最後兩篇大閱讀卻仍然沒有做完，沒

做的題目有 10 道題。托業的滿分是 990 分，要想達到 900 以上，200 道題目中正確率必須達

到 95%以上，也就是說只能錯 10 道題！而我最後的 10 道題由於時間有限，並沒有完成。

但是我心裏卻很平靜，正如我在開頭提到的那段禱告。因為我相信，神是全能的神，即使

我考不到目標分數，神也會按著祂的旨意成就我的工作。所以，我向神祈求這個分數，不是為

了讓自己顯得多了不起，而是要借著這件事情經歷神的大能，再一次體會上帝奇妙的作為。同

時，更要將這樣的經歷分享給弟兄姊妹，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神就這樣成就了我的禱告。一個月後成績公佈了，我獲得了 905 分，聽力滿分！這一成績

在參加本次考試的 10 萬人中，超過了 90%以上的人（平均分為 585）。一切榮耀頌贊都歸於我

主我神。

現在，從辭掉了工作，搬離了公司提供的住處以來，前途未蔔的求職階段已經持續了兩個

多月了。不斷地被拒絕，自己的信心也會受到打擊。雖然我

現在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還處於失業狀態中，但是我願

意將這樣的見證在此時分享出來，因為我有聖靈的感動，我

也知道神必定憑著祂的旨意成就我的工作。

我更希望，如果此時有處在困境之中的弟兄姊妹看到了

我的見證，可以一同感受我的喜樂。無論在任何環境中，我

都要將信心建立在主耶穌基督磐石上，也希望可以不斷經歷

神，感受神的奇妙，並且為他人作更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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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

名古屋基督教生命堂 張尤弟兄

我叫張尤，來自中國武漢，今年24歲。我是在大學期間信主的，是一個弟兄在我軍訓的時

候給我傳的福音。大學畢業後，對日本特別地感興趣。於是乎，通過研修生的身份來到日本。

來到日本後，沒有工作經驗的我，開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剛開始上班的我，對工作表現的很遲鈍，工作的效率也很低下。為此，經常受到工廠領導

的批評，以至於有一段時間，感覺神經兮兮的。在工廠的時候，總感覺背後有一雙眼睛盯著自

己似的。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恨不得被迎面而來的汽車撞死算了。回到宿舍後，也還是神經高

度的緊張。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了，對著天花板發呆，每天也早早地醒了。那種感覺簡直是

不敢相信。那段時間我只有不住的禱告，求神幫助。每天看一篇詩篇或箴言來鼓勵自己，真不

敢想像自己當時是怎麼走過來的，感謝上帝的帶領和保守。

在這一年的時間裏，我一直受到教會的弟兄姐妹的鼓勵和幫助，經常參加教會組織的活動，

也慢慢地參加一些簡單的服侍，在靈命上也不斷的長進，在聖經知識上也不斷地裝備。這一年

也是信心之旅，讓我明白無論經歷了什麼，都要仰望上帝。

特別在最近一段時間裏經歷上帝的奇妙的帶領。在這一年裏由於在工作上一直不能達到日

本人的要求，工廠的領導們就和日本的組合計謀著故意不讓我參加研修生的技能實習考試，這

個考試對我很重要，如果這個考試沒通過的話，我就不能繼續在日本工作兩年了。關鍵的問題

是他們就沒有給我這個機會，剝奪我考試的權利。他們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知道考試的前

一天我才被告之我不能考試，也沒有告訴我具體的原因。我當時就和公司理論，他們都還不搭

理我。我最後跟日本組合以及中國的派遣公司聯繫，他們也是一樣，把責任全部都推到我的頭

上，是我自己造成的。眼看著在留期限一天一天的臨近，我卻無可奈何。最後，沒辦法只好把

這交托給上帝，求上帝帶領我的道路。教會的眾弟兄姐妹也時常為我代禱，安慰並鼓勵我。

就在我已經失去信心的時候，上帝開始實行奇妙的動工。通過常來參加我們教會青年團契

的日本人村田夫婦的介紹，我認識了經常幫助研修生處理勞動糾紛的日本朋友。這位日本朋友

認真分析了我的情況，把收集到的資料和我寫的請願書直接發給名古屋入國管理局了。第二天，

中國的派遣公司就不斷地對我進行人身騷擾和威脅，妄圖使我屈服。最後甚至對我家裏的父母

進行威脅，弄得父母胡思亂想，還以為有人要殺我似的，要我趕快回國算了，不要和公司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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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天一直感到壓力很大，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這時，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及時為我進行迫切

的代禱，熱心的弟兄姐妹還直接電話和微信來安慰我，我聽的最多一句話，就是“不要怕”，

上帝藉著眾弟兄姐妹來安慰我，給了我很大的勇氣。到最後我真的就不害怕了，凡事全然交托

上帝，真的靠人什麼也做不了。若神不許，誰也不能把我遣返回國。正如【馬太福音10章29

—31節: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們

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我就這樣一直耐心等待和

禱告，奇跡就發生了。原本很強硬的日本組合經不住入管局的壓力，同意讓我留在日本，並安

排我參加技能實習考試。考試通過後，就能留在日本了。最後，蒙神的憐憫，順利地通過了考

試，也可以繼續在現在的工廠上班了。

儘管接下來日子裏，還會遇到更大的挑戰，我相信主已為我而預備。 正如【詩篇23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

的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

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我的頭，使

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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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會相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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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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