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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節 來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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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來日本，你相信以後的日子會比

更好。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不論是信

現實生活，都是用信心去面對未見之

經中有三次提到“未見之事＂，包括過

，現在的事和將來的事。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

成的；這樣，所看見的，並不是從顯然之物造

出來的。＂(希伯來書 11:3 ) 

希伯來書的作者告訴我們，雖然沒有看到

過創造，但是我們用信心相信這個世界是藉著

神的話創造的。神的話安定在天，“說有、就

有．命立、就立。＂（詩篇 33：９）信心之父

亞伯拉罕相信世界是從無到有，是來自神的創

造；科學家只能解釋從有到有的進化，告訴我

們世界的開始是由大爆炸，卻無法解釋從無到

有的創造。關於過去的事，關於世界的開始，

盡管是未見之事，但有聖經作憑據，使我們可

以相信是神創造了世界。  

  科學家告訴我們，人類的歷史大概有幾百

萬年，地球的壽命是 46 億年，用拉長的時間

證明世界漸漸演變為我們現今能看到的世

界。摩西在出埃及記 20：11 中記載道：“因為

六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

物，第七日便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

日，定為聖日。 ＂摩西沒有看過 2500 多年前

神是如何創造世界，通過聖靈的感動，記載了

並相信創造是用六天時間，第七天是安息日。  

另外，通過詩篇 102：26:“天地都要滅沒，

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舊了。你要

將天地如裏衣更換，天地就都改變了。 ＂可

以知道，這個世界不可能是在進化，只會逐漸

退化。人的成長過了青春期，身體就開始走向

衰老，不可能返老還童。所以我們相信創世記

的 1：1“起初，神創造天地。 ＂

“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見的事，

動了敬畏的心，預備了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

救，因此就定了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了那

從信而來的義。＂(希伯來書 11：7)   在挪亞的

時代裡，神要用水毀滅那個邪惡敗壞的世界，

因挪亞是義人，就吩咐挪亞製造方舟。那個時

代從來沒有下過雨，挪亞因著事奉的信心，生

活的信心，就動了敬畏的心，照著神所吩咐的

造了方舟。挪亞用敬畏的心過每一天的生活，

與神同行。 

討神喜歡的基督徒，應該讀經禱告，與神

交通，存敬畏的心，與神同行，才能明白神在

現今的時代裡吩咐你何時造怎樣的方舟，成全

神的旨意在你身上。  

  神愛世人，吩咐挪亞用 120 年的時間造方

舟，寬容等待世人的悔改。挪亞面對世人的嗤



 

 

笑與不解，仍然沒有放棄造方舟和傳福音。世

界的末了是未見之事，下一秒的事情我們都無

法預測。彌迦書 6：8 提到“世人哪，耶和華

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

要你行公義，好憐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

同行。＂ 

現今時代的人思想仍舊是惡，基督徒不應

該與世人隨波逐流，用一顆順服的心，照著神

所默示的聖經所記載的，行公義，好憐憫，存

謙卑敬畏的心，與神同行。

 

“原來我們不是顧念所見的，乃是顧念所

不見的；因為所見的是暫時的，所不見的是永

遠的。＂(哥林多後書 4：18)  

  關於將來的事，相信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

裏，神要來審判世界，要用火毀滅世界。基督

徒因著救恩，免受審判，而且要被接到天上和

主耶穌永遠同住。在約翰福音 14：3 中主耶穌

告訴我們：“我若去為你們預備了地方，就必

再來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

在那裏。＂ 

主耶穌為了世人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三

天後復活，升天，必要再來接我們回到那好得

無比的天家。到了天家，要按各人所建造的工

程得賞賜。保羅為了神的國度，看世界為糞

土，向著標桿直跑，為要得著神在基督耶穌裏

從上面召他而得的獎賞。 

羅馬書 8：25：“但我們若盼望那所不見

的，就必忍耐等候。＂對那未見得將來之事，

我們存心忍耐，憑著信心，動敬畏的心，與神

同行，成全神的心意，成為神不可缺少的見

證，不可缺少的榮耀。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 20：29) 

  耶穌的門徒多馬要親眼看到主耶穌，才相信主耶穌已經復活。我們不需要看見才相信，因為

對於過去的事，現在的事，將來的事，有確據相信神所指示的是“說有、就有．命立、就立。＂

（詩篇 33：９），並且能夠動敬畏的心，與神同行，直到耶穌再來。 

 

                （2008 年 1 月 13 日於大阪基督教生命堂的講道。整理：何海燕姐妹）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不可忘記

他的一切恩惠。＂（詩 103：2） 

  轉眼來日本快要 3 年了，感謝神帶領我來

到這個教會。在這裡有好牧者的教導，在這裡

有熱心服事主的弟兄姐妹。在這樣一個良好的

屬靈環境中，使我自己能夠在真理上紮根，在

神的話語上也不斷的成長。在自己成長的同

時，讓我不由地想到遠在韓國的父親。從父親

去韓國的那一刻起，我們大概有 5 年多沒有見

面了，父親又是處在一個怎麼樣的屬靈環境中

呢？ 

趁著春假我和海燕踏上了去韓國看望父

親的旅程。 2007 年 12 月 24 日我們從關西空

港出發，感謝神在下午 3 點左右，我們順利抵

達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可是接著將面臨的是我

們在這個人生地不熟的地方，要坐公交車去我

爸那裡。雖然在出發之前，我們通過網絡找了

些資料，可是面臨實際問題的時候，我們也不

知所措。在領取物品時，無意中幫了一個阿

姨，沒有想到在這個時候，我們也在她的幫助

下順利的坐上了開往父親住處的公交車。這就

像聖經上所講的“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

力，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羅８：２８）。神

的奇妙無處不在。和父親相遇的

是平安夜。我和父親一起參加他

安夜禮拜，之後和爸爸，還有教

阿姨們一起去報佳音。我和海燕

以感受到外面的天氣是多麼的寒

那顆愛主的心，卻又是如此地暖

直到凌晨 2 點左右我們才回到家

勞累的緣故，父親匆匆的就睡下

5，6 點左右還要起床去上班。也

的緣故，在父親起床的時候，我

他不知道。我看著父親坐在那裡

想哭的感覺。看到父親的轉變

神，因為至少父親明白如何將自

在神的手裡。 

時間總是過的那麼快，27 日

右我們順利回到大阪。在那幾天

們去遊玩，還是和父親的相處，

叔們的交通，讓我們無時無刻不

在是何等的甘甜。願將一切的頌

給我們在天上的父，因為他隨時

們。
 

張興麗弟兄

當天晚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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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懷。大概

裡。一天工作

了，因為早晨

許是睡不習慣

也醒了，只是

禱告，我有種

，真的很感謝

己的一天交託

晚上 11 點左

裡，不管是我

以及與那邊叔

感受到主的同

讚和榮耀都歸

都在看顧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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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來到這個教會已經有兩年

多了。感謝神，讓我在異國他郷有這樣一個屬

靈的家，能夠讓我有機會來學習聖經，學習神

的話語，認識並了解這位永生，獨一的真神----

主耶穌。 

過去我對于基督教並不了解，一個偶然的

機會，我的好朋友帶我來到了這裡，並了解這

個信仰。通過週六，週日的各樣聚會，讓我漸

漸對聖經產生了興趣。在日本這個現實的國

家，每個人都在拼命的打工，賺錢，我也是如

此。尤其對于一個留學生來說，平時都在上

學，只有週六、週日才能抓緊時間多打一些

工、多賺一點錢。但來到這裡之後、發現大家

週六、週日都放下打工的時間來到這裡。我當

時不明白為什麼，我想難到他們都很有錢，不

需要賺嗎?我真是想不通，後來聴牧師講道

說，如果你能把時間分別出來敬拜神，神必定

會在其他方面加給你，當時我在想會有那麼神

奇嗎?但事實證明了神就是這麼奇妙，當我把

時間分別出來，來到這裡參加團契、學習神話

語的時候，越來越開心，越來越輕松，是拿錢

買不到的。 

兩年來一直沒有間斷過，因為我現在知

道，只有了解聖經，明白神的話語，在你每做

的事上，神必會指引你的路。聖經上說我們在

世上有苦難，但在主裏有祂所賜的真平安，並

且祂已經勝了世界。在性格上神改變了我許

多，每當遇到困難、挫折的時候、我就會禱告

交給神。不會像以前一樣憑著血氣和自己的小

聰明。 

   來到教會兩年多，因為沒有接觸過聖經，

每次參加查經班的時候，我總是跟不上，所以

有時候很苦惱，我想怎麼辦呢?但神很奇妙，

在去年教會成立了慕道班，就是針對與剛信主

的弟兄姐妹而開設的，這個慕道班開了以後我

很開心，能讓我從頭開始學習神的話語，就會

明白神的心意。現在慕道班從剛開始的 3,4 人

發展到 10 人左右。 

真是感謝神，因為神的愛讓我們相聚在一

起，也希望有更多的新朋友來我們當中，來一

起認識這位永生的神，就是我們的主耶穌。

 



 

 

 王麗杰姐妹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便知道祂是美

善的，投靠祂的人有福了。＂(詩 34：8) 

當你願意去服事神，願意為主做事情，無

論是大事、小事，只要你是忠心的耶穌都會喜

悅。服事對于我來說就好像只是一個想法、一

個願望、一個意念，但當你有這樣的想法的時

候，神就讓你的想法實現。 

記得教會第一次舉行夏令營活動，我沒有

去參加，而弟兄姐妹回來後做了許多的見證，

拍了很多的相片，看到這些後我很後悔沒去參

加，便想下一次的夏令營一定要去參加。一直

盼著的夏令營終于到來了，我早早的把工作的

休息日安排好，期待著夏令營。當我看到弟兄

姐妹為夏令營開始著手忙碌的時候，便也想做

點什麼。神真的很奇妙，給我安排我從小到大

都不想做的事情-----“財務＂還有很讓我緊張

的“司會＂。我聽到是這些服事真的不知怎麼

辦，總覺得自己不行，但我相信神的幫助，我

要先順服，就這樣我答應了。在夏令營所服事

的那段時間的服事讓我經歴到神太多的恩

典，讓我知道無論做什麼，只要從心裏做，甘

心樂意去做，神就會親自帶領你、幫助你。在

財務上的服事，每一次財務總結都有神的恩

典。做司會服事的時候，雖然很緊張，但看到

弟兄姐妹支持的笑臉，心裏就放松了。在練詩 

 

 

 

 

 

 

 

 

 

 

歌的時候，紅梅姐妹一次又一次的幫我練習， 

真的讓我看到弟兄姐妹在主裏的愛了。 

同樣在經歴了夏令營的同工服事後，在剛

過去的冬令營活動中，我也參與了同工的服

事，讓我在今後的服事中更堅定了信心，讓我

知道了其實憑我們人是做不了什麼的，是神在

一直幫助我們、帶領我們。神並不是缺少人的

服事，而是通過服事讓我們去經歴祂的恩典。

因為“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里，要顯明這莫

大的能力，是出于神，不是出于我們。＂（林

後 4：7）所以我們不管有沒有恩賜，神看的只

是一顆服事的心，我們若不體貼自己的私欲，

一心為愛主，為榮耀主，為討主喜悅，我們就

知道該如何做了。

 

 



 

 

陳立輝弟兄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能為我去呢？我

說我在這裏請差遣我！＂(賽 6：8) 

2007 年 5 月 19 日弟兄團契第一次聚會，

牧師以這個経節講呼召的主題。使我對這句経

節印象深刻，也因為這樣使我沒有太多的猶豫

就接任了首屆冬令會主席。 到今天冬令會已

經結束一個月多了，從著手冬令會到結束所經

歷的神的恩典卻讓我難以忘懷。 

一 ，神的引導──冬令會的準備 

冬令會準備時，最後一天巴士旅遊除忍者

博物館以外還有一個地點一直無法定下來，那

時正是 11 月底，日本的年末時期，打工的地

方忙得不可開交，別說請假，就是早一點下班

都成問題，想去尋找，去聯繫一個地方談何容

易，可是神早就有了安排，一個日語好，又懂

電腦的弟兄──林虎庭弟兄，為了避開自己的

工作時間，他起早貪黑，為尋找和聯繫做了不

可缺少的工作。 

在做宣傳單和小冊子中，神也早有了安

排，一年前就和我同住的何學強弟兄。因為一

起住，我們商量，交流就方便了許多，絲毫不

受年末繁忙的工作所影響，倒是他因為做小冊

子花時間，經常起早貪黑，熬到深夜。最後憑

著那本小冊子，使弟兄姐妹每個活動都能夠井

然有序的參加。  

二，神的恩典──冬令會的過程 

真的感謝神，借著單張及弟兄姐妹的宣

傳，參加冬令會的人數超過我們預計參加人數

將近一倍，其中三分之一是新朋友。說實話，

我從心裏希望人數多一點，但是到了出發那天

看到人員都到齊了，心裏隱隱的感到有些壓

力。再次感謝神，31 日上午我們正在收拾做出

發的最後準備，牧師特地打電話囑咐我們，放

下手上一切的工作，聚集同工一起禱告，因為

新朋友的原因，牧師也於當天把本來準備好的

元旦禮拜改成佈道會，那時我跟所有的同工及

神學生一起跪下來向神禱告，特別為講道，翻

譯，新朋友及每一項服事禱告，求神帶領，求

神憐憫和幫助。直到冬令會圓滿結束後，才讓

我想起那時那刻，那樣的禱告是何等的重要。

感謝神又讓我學到了重要的一課：做任何事之

前必需先向神禱告。 

在冬令會中，由於忽視了人數增加，以至

於安排準備飯食的時間和人員都不足，再次看

到神的恩典，從新朋友中“蹦出＂幾個廚師

來，他們泡在食堂裏和弟兄姐妹們忙得不亦樂

乎，感謝神因為我的疏忽，但是神早就有了安

排。神的意念高過我們的思想。 

最後一天，我正擔心冬天的早上 6 點起

床，每個弟兄姐妹都能起得來嗎？這麼早確實

委屈了弟兄姐妹，但是每個弟兄姐妹都很配

合，起得很早，以至於出發前半個小時我們都



 

 

已經準備好了。 

出發時我們再次看到神的恩典，明朗的天

氣，8 點的時候太陽已經掛到很高，每個弟兄

姐妹精神抖擻，燦爛的笑容與七色的陽光形成

了一道美麗的風景。當我們玩完牧場體驗館離

開時，天突然下起雪來。弟兄姐妹拍手稱快，

再次感謝神。我們到另一個景點忍者博物館

時，天氣恢復了晴朗，離開時，天再次突然下

起雨來。真的感謝神唯有神才能保守我們到最

後。  

三，神的祝福──冬令會結束後 

冬令會之前曾讓我們擔心的費用問題，也

在上輩和弟兄姐妹的愛心中得到解決。再一次

感謝神，相信新的一年神定會帶領我們避過各

樣難關，就像冬令會中神帶領我們避過雨和雪

一樣。弟兄姐妹，只要我們一起努力服事神，

一起順著聖靈而行，走在神為我們預備燦爛的

陽光大道上，我們就必更蒙神的祝福。 

冬令會已經成為歷史了。我再次感謝關

心，支持及為冬令會帶禱的弟兄姐妹。讓我們

在生命堂認識，讓我們在一起同心為神的福音

而努力，這是神早就有的安排。感謝神，也感

謝弟兄姐妹，將一切尊貴榮耀歸給至高的真

神。

 



 

林雲芳姐妹 

記得首期『生命之道』中，我所寫的見證的末

尾是，要糾正我先生的信仰以及盼望他來日的手續

能夠成功。感謝神，主用他奇妙的方式實現了我的

心願。“神啊，你受的讚美，正與你的名相稱，直

到地極，你的右手滿了公義。＂ （詩篇 48：10） 

先生回國的半年，我嚐到了太多的心酸。一個

人孤獨地留在日本，白天上班忙忙碌碌，而夜間回

到家中又冷冷清清的，加上聽到他辦理手續時，一

直在碰釘，也因為他的頑梗，我真的很無奈，此刻

我唯有全心的依靠神。“你把你的救恩給我作盾

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溫和使我為大。你使我

腳下的地步寬闊，我的腳未曾滑跌。＂（詩篇 18：

35－36） 

讀完這段經節，我頓時平靜下來，我知道只要

全然信靠，神必不會撇下我的。以前我從來不參加

查經班的，自從參加週六查經並與弟兄姐妹交通

後，我才發覺聖經真的是非常的奧秘，它讓你越發

覺得它才是生活的力量、源泉。通過查經，我變得

樂觀又堅強了，因為我知道我並不是就一個人，而

是聖靈一直保守、看顧著我，用上頭的話語激勵

我。它不僅讓我靈命上成長了，還讓我更懂得在苦

難中尋求主的幫助。因為主告訴我們“就是在患難

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

老練，老練生盼望，盼望不至於羞愧，因為所賜給

我們的聖靈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裡。＂（羅 5：

3—5） 

因為先生的不信，神才一直沒有替他開路。結

婚幾年，為了信仰的問題，我們夫婦也不知吵了多

少次架，我甚至覺得這是個錯誤的婚姻，因為婚前

我們雙方父母都不同意。但奇妙的神一直用他奇妙

的方式幫助我，讓先生漸漸地改變了他頑固的態

度。神成全這段婚姻，必然會幫我完成他所託付給

我的功課，而他是我的另一半，更加讓我迫切的想

把他帶到正路上。 

1 月中旬，我同家里通話時，聽我媽說，因為

我女兒（2 歲 4 個月）腸胃不好，到醫院開了 9 天

的健胃消食片，藏在家裡我女兒不知道的一個抽屜

裡，結果不小心還是給她發現了，竟然趁著我媽不

在的時候，讓她曾外婆幫她打開抽屜，把 9 天的藥

全給吃了，我媽知道後嚇壞了，把老人小孩拉在一

起罵，小千裕可能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後，害怕得獨

自跑到隔壁的房間裡去，而我媽還顧著罵姥姥，老

人家就說我媽，你還在罵，千裕在禱告你知不知

道，我媽過去一看，真的，一個人自己趴在沙發上，

雙手握著，還閉著眼睛，嘴巴一張一合的在禱告。

這一看感動得氣也消了。感謝主，在耶穌裡，小孩

的靈魂同樣的寶貴，他聽到小千裕的禱告，當天一

點事都沒有。一個兩歲半的小孩若不是主的恩典，

會有這樣的智慧嗎？這讓我深深地體會到，“敬畏

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行他命令的，是聰明

人。耶和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詩篇 111：10） 

聖靈的感動，奇妙的神藉著女兒的見證，開了

先生心靈的眼睛，願意接受耶穌為自己真正的救

主，順服在主面前。於 1 月 15 日那天他終於跟我

做了決志禱告，教會弟兄姐妹也為他作了禱告，感

謝主，從那刻起我充滿信心，堅信主必定成全我們

的願望。而在他信主一周後，主為他開了來日的

路，他的簽證順利下來了。感謝讚美主，榮耀歸給

天上的父神。盼望這我們夫婦今後能同心走在基督

的正路上，成為他不可少的兒女。阿門！

 



 

 



 

 



 

 

感謝主，保守、看顧、帶領我們大阪基督教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們。在這新

的一年剛剛開始的時候因著神的帶領我們順利建立了神戶基督教生命堂。雖然

在神戶生命堂的建立過程當中有不少困難和攔阻，不過在牧師與弟兄姐妹們的

同心服事和同心代禱之下剋服了這些困難，希望神繼續帶領我們大阪及神戶的

生命堂發展聖工。 

在以後的三個月時間里，請弟兄姐妹踴躍為以下的各項事工同心、恆切地

禱告： 

一、 神戶生命堂的聖工。 

二、 復活節(3/23)的大阪、神戸聯合聚會。 

三、 楊牧師於 3/29～4/01 來日領會。 

四、 楊牧師於 4/01~4/12 於臺灣生命堂舉行「救恩論」神學講座。 

五、 為青年團契於 5/03 舉行迎新烤肉。 

神賜給了我們禱告的權柄，祂喜悅我們向祂求，祂喜悅我們向祂禱告，祂

給了我們一個應許:“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論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

得著。＂希望弟兄姐妹們為著教會的聖工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