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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已是高齡的李秀全牧師夫婦在日本爲了上
帝的福音奔走，我們這些居住在日本的華人基督徒，
應該對自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在日本做什麽？
　　在7月CMI日本分會會議上，我們請了日本傳道
林 由佳為大家分享了自己在中國23年的經歷。林 由
佳傳道是日本人，一家四口人，先生和兩個女兒，23
年前因先生的工作關係，派到中國上海工作，一家人
就這様僑遷到上海。起初他們在上海找到了中國教
會，雖然不懂中文，但很開心，教會的弟兄姊妹很照
顧她們。之後在友人的介紹下到了一家國際教會，雖
然也不懂英語，但大家一起同心敬拜贊美，充滿了主
的愛。
　　在偶然碰到一位日本朋友，他們找到並去參加日
本基督徒聚會。沒有日語講員，他們只能通過磁帶和
在網絡上找視頻來學習聖經的話
語，雖然困難，但一起敬拝上帝，靈
與魂都跳躍了起來。然而經濟環境
的變化，很多日本人回國，聚會的人
數就漸漸地減少了。
　　在中國這段期間，林 由佳傳道
不斷問自己，我在中國做什麽？在禱
告尋求神的帶領中，她覺得服事神

的機會來了。在2011年她獻身給神，開始了網絡神學
自學課程。網絡神學校畢業後，她又開放自己的家庭
服侍神，直到現在。
　　她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來日本做什麽？
讓我們在日本讀好書、做好工作？説實話我們也不
知道上帝爲什麽把我們放在日本？就像林傳道在中
國的經歷，我們無論在哪裏，首先不能停止對上帝
的敬拜。
　　然后當我們學習《把握時機》課程後，回想到上帝
把我們放在日本這“福音的硬土”上不是偶然的，是要我
們將福音傳給異文化中萬民。（耶利米書29:11～14a）
　　不管在哪裡，讓我們從禱告做起，從我們的家
人、近鄰、同事做起，讓福音的種子也能夠埋在日本
這片硬土上生根發芽。願上帝帶領每一個祂的兒女，

行在祂的旨意中。
　　最後用羅馬書12章1-2節“1所
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
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
所當然的。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
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
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我們在日本做什麽

1



〒170-0013 東京都豊島区池袋二丁目十八番七号
TEL:03-3980-6425   FAX:03-3980-8419 2019年 7 月日本 CMI 月刊

2

　　時光
飛逝，繼去年（2018）
日本宣教事奉後，在上帝
的帶領下，七十九高齡的李秀全牧
師今年（2019）再度來到日本。在日本CMI
與大阪基督教生命堂教團的安排下，他們在日四
十六天，在關東、關西各地教會分享上帝的話語。
　　其中，李秀全牧師夫婦在名古屋前後共講了五場信
息。李秀全牧師這樣回顧這段蒙上帝祝福的脚縱：“處處
看到傳道同工的認真事奉，以及弟兄姊妹的渴慕追求，在
多次問題解答時段中，帶出熱烈迴響，甚至欲罷不能。安
排給靜芝的主題則為婚姻、家庭、生活與事奉，以及師母
與女傳道的角色等。透過我們五十六年全職事奉的學習
與領受，我們強調夫妻必需「終生委身」、「同心同行」，而
且蒙神喜悅的事奉是按照生命、生活、事奉的先後次序進
行的。誠如提前三章五節保羅的教導：「人若不知道管理
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為此，勉勵每對夫婦在
家設立「家庭祭壇」外，同時建立「夫妻禱告祭壇」……。 
雖然，日本是「福音硬土」，只要夫妻能同心靠主，神必親
自成全祂自己的工！除了分享信息之外，我們夫婦也有許
多機會輔導信徒領袖和傳道同工夫婦。”                                                 
　　李牧師夫婦5月13日中午到達名古屋，在名古屋有五
場聚會信息內容如下：
第一場時間：5月13日 週一19:00 李牧師
以【更新對主的愛】 為主題，藉著約翰福
音21章15-17節主耶穌三次詢問彼得愛
主之心的經文，分析了主愛的三個特點：
(一)個別關心的愛；(二)堅定不移的愛；
(三)既往不咎的愛。主在愛中將祂的羊
和小羊託付給了彼得，從而使彼得事奉
的信心也在主的愛中被激勵和挑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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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聖靈將
主的 愛更多澆灌

在我們當中，盼望聖靈幫
助我們不斷更新對主的愛!

　　第二場時間：5月14日週二10:30李師
母分享了【聖經的婚姻觀】從舊約創世記2章婚姻

的起源，以及新約馬可福音以及希伯來書的關於婚姻的
相關經文，講述了聖經當中婚姻的基本原則：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提到一個幸福婚姻的標準在
於結婚以來， 在靈命方面以及感情方面成長了多少。在靈
命成長方面特別提到了家 庭祭壇設立的重要性。在感情
方面通過和李牧師長達 56 年的恩愛婚姻的實際經歷和
見證，鼓勵夫妻之間在溝通上應當力求改善進步，參加 的
弟兄姐妹都非常受益。
　　第三場時間：5月14日週二19:00李牧師把前一天的
主題做了 進一步擴展，分享了基督徒在生活上的見證的
重要性。引用何西阿書7章8節以法蓮與外幫人參雜，以法
蓮是沒有翻過的餅，一個生活上 沒有見證的基督徒就像
沒有翻過的餅一樣。李牧師還給我們分享了參軍期間吃
飯的時候做謝飯禱告的見證。為主作見證要經過很多磨
練， 但上帝不會虧待我們，祂會將夠用的恩典加給我們!
感謝神!願我們 身上都能活出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的美
好見證!

　　第四場時間：5月19日週日10:30主日
禮拜信息李牧師證道。 李牧師看到名古
屋教會在婚姻家庭育兒方面的需要，再
次以【母儀天下】為題，從耶穌的母親馬
利亞身上學習如何將我們的兒女帶到神
的 面前。(一)給你兒女真正的了解；(二)
帶你兒女清楚地蒙恩；(三) 把你的兒女
無私地獻上；(四)做你兒女代禱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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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事奉腳蹤
名古屋



　　第五場時間：5月19日週日
13:00這場信息是後來特別加上的，
李師母分享了幸福婚姻的三個C：
(一)Commitement (終身委身)
(二)Communication(溝通順暢) 
(三)Christcenteredness(主居首
位)，並提出了美滿婚姻的三個第
一：事業，家庭，事奉中，家庭第一；夫妻、兒女、兄弟、姑
嫂、婆媳中間、夫妻關係第一；夫妻中間，神第 一。深切感
到美滿幸福的婚姻是需要謙卑學習聖經的原則，並且像
蓋房子一樣由夫妻二人共同努力建造才能實現的。感謝
主藉著他的僕人向我們說話，盼望每個家庭都能榮神益
人，被主大大使用!
　　很多弟兄姐妹因為工作參加週一週二的聚會很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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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起初大家很擔心會有多少人參
加，感謝神，兩天的聚會平均都將近
30人，甚至超過了主日聚會人數。週
日李牧師證道，聚會人數大人兒童
加在一起竟然有65人，雖然有幾位
別的教會來的肢體參加，仍然大大
超過平時聚會人數。

　　求上帝紀念在這次佈道會過程中的同工們的付出和
擺上，有弟兄特別請假承擔了牧師師母所有的交通移動
和接送，還有熱心的姐妹把自己剛搬的新家騰出來給牧
師師母住，有同工帶家人一起來為牧師師母預備可口的
飯菜，很多弟兄姐妹下了班都來不及吃飯就趕來聚會，看
到聖靈在人心裡奇妙 的工作，我們只能將感謝榮耀歸給
神!更深切感受到，在事奉的道路上，與聖靈同工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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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異象 Mission Vision

福音進日本、福音出日本
Gospel into Japan World Gospel out Japan World

SWIFT  MHCBJPJT
Bank Name: MIZUHO Bank Ltd. MHBK.  Branch Name: KOBUNACHO
Bank Address: 8-1 Nihombashi Kobunacho Chuo-ku,Tokyo 103-0024, Japan
A/C NO: 1418731   NAME: Nihon kokusai ke A Minisutori KyoKai
Address: 2-18-7(6F) Higashi-Ikebukuro, Toshima-ku, Tokyo,170-0013 JAPAN

みずほ銀行　小舟町支店
口座番号：1418731
日本国際ケア・ミニストリ協会

奉獻方式

① 請繼續為CMI的同工代禱，求神感動更多有共同異象的弟兄姐妹投入事上的行列。
② 求神親自帶領CMI的每位同工未來的方向，並有從祂那裡來的能力來拓展事工。
③  為我們下一代的孩子們禱告，求上帝讓現在的孩子能脫離罪惡，不讓他們陷在沉迷網絡，遊戲，叛逆，
　  懶惰，淫亂的網羅裡。
④  讓我們從現在開始學習，如何將福音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⑤  求神感動更多教会牧者與同工加入我們的團隊。
⑥  為東京国際基督教会筑波分堂的汪志偉傳道及川越基督教會需駐堂牧師代祷。
⑦  請為東京國際基督教會諸長樂牧師因膽管炎住院，求主醫治早日康復禱告。
⑧  為9月份《把握時機》課程求神帶領并能順利計劃安排。

 代     禱    事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