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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烤聚會念主恩，線上交流習良善

11月23日（星期六）是日本的勤勞感謝日，几位CMI的同工

地感受到在主里的相交是何等的喜樂和美好。想起當年復活

明年事工(比如明年的《把握時機》課程如何開拓等）；二是在

說：（約21:15）“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這鼓勵我們要更

相約去了筑波兪暁農理事的家中聚會，一是分享今年事工開拓

的主耶穌, 在加利利海邊燒烤魚給門徒吃的時候問西門彼得

線上進行日本國際關懷協會與國際良善使命團的分享交流會。
清晨，我們乘上福井長老駕駛的私家車開往築波，感謝神的

保守帶領，一路上弟兄姐妹們談笑風生，既有主內服事的分享，

加愛主, 去完成祂的託付和使命。

下午,通過網絡我們與國際良善使命団聯合交流聚會。首先，

欣賞了緬甸孤兒院小朋友們所獻上的贊美，之後由洪恩賜牧

也有生活趣事的閒聊，不知不覺約一個小時就到了目的地。

師分享＂共同關懷・普世胸懷＂的信息並介紹國際良善使命團。

主人敞開大門迎接我們，又陸續介紹參觀客廳和各房間， 國際良善使命團的牧師長老們還分享了目前的事工開展狀況和

包括養殖魚和種植蔬菜的地方。接下來大家就著手准備中午燒

今後的展望。雖然遠隔千里，但在主裏，神的愛把我們緊緊地

烤用的爐子，經驗豐富的主人一邊准備炭火、一邊教授我們怎

連結在了一起。怎樣通過關懷弱勢群體去完成基督徒的社會

端上來後大家就七手八腳地燒烤起來。正是因為《把握時機》

聯合交流聚會後，同工們也開始積極討論。兪暁農理事

責任，成全美好福音事工，成為了我們彼此共同的目標和勉勵。

樣才能理想地引火，再添加木炭等。燒烤各種肉和蔬菜，紅薯

課程的宣教事工，才緊緊地将我們連接在一起，有了《把握時

紹介了筑波附近有許多農場，今後可以通過熟悉的農場來

一件事，就是去年没有辦成日文《把握時機》的課程，大家總

美好；也可以同時透過他們，向農場的工作人員傳講福音。

機》我們才能如此相聚在一起。我們在分享事工中最後悔的

帯領教會青少年去體驗學習，感受神創造大自然和生命的

結了失敗的地方，希望明年能更好地計劃爭取辦成日文《把握

最後，求聖靈幫助我們，可以放下自我，謙卑降服在神的面前，

時機》課程。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当美食送到桌上時，大家

更多地愛神、愛人、讓自己成為一個美好的見證，去榮神

邊享受邊欣賞遠處的筑波山，無不感嘆神創造的美好，更深切

益人，去討神的喜悅，去滿足神的心意。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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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關懷•普世胸懷』

■洪恩賜 牧師

非常難得有這麼寶貴的機

時候，不可以在你面前吹號，像

間至少牽涉到三個國家，就是日

得人的榮耀」
（太6:2）。聖經特

會，舉辦聯合交流聚會。我們中

那些假冒為善的人……，故意要

本、馬來西亞和緬甸。今天在神

別提醒不是為了得人的榮耀，只

的保守眷顧下，我們有這次日本
國際關懷協會與國際良善使命

團的聯合交流聚會。我在這裏
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個主題，那
就是「共同關懷•普世胸懷」。
一．共同關懷

是願意我們記念窮人，就是我

日本國際關懷協会與國際良善使命團

聯合交流聚會
2021年11月23日

（一）無論是日本國際關懷協會，還是國際良善使命團，我們都在

週二下午

們本來熱心去行的。保羅寫給
加拉太教會的書信中特別交代
要「記念窮人」
（加2:10）。我相

信這裏的窮不單單只是物質上

的貧窮，也包括靈命上的貧乏。

在人的生命中，找不到神所要的義，一無所有。當然這裏邊也包

進行關懷的行動

括了物質上的三餐都不得温飽的那種貧窮。

我們共同的關懷不純粹只是一個慈善工作，我們更是要有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汚的虔誠，那就是看顧

普世的胸懷。我們要關心的是怎麼様去實踐神給我們的大誡命

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1:27）生

讓我們看到兩個重點。首先那就是要愛神，其次就是要愛人如

兒寡婦，我們不能視若無睹，我們也不能不在乎他們實際的需

和大使命。當我們談到共同關懷的時候，我們是有聖經根據的。

活在患難中，在水深火熱當中，最需要的就是雪中送炭。這些孤

己。當我們看到聖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要盡心，盡性，盡意，盡

要。我們知道日本國際關懷協會特別的關心緬甸，緬甸目前有

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説，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

許許多多的孤兒寡婦，孩子的父親因疫情的緣故，或者因為戰

更大的。」
（可12:30-31）這段經文我們似乎都已經熟悉到可能沒

事而喪命了，留下了許許多多的孤兒寡婦。最近我們所支持的學

有特殊的感覺了。其實在這裏説的要愛人如己，我們這一個行動

生中心也來了一些孤兒，他們的現況幾乎是父親因為疫情的緣

説明了我們是否真的愛神？因為我們是在回應神給我們的誡命。

故去世，然後母親沒有能力承擔那麼大的經濟負擔，只好把孩

那麼這裏的愛人如己，其實不是字面上看的那麼簡單。因為這裏

子送到學生中心，就相當於是送到孤兒院的那種情況。這些孩

的人包括我們素未謀面，非親非故，和我們不同背景、不同國籍、

子真的是孤兒，我們都需要對他們關心。

不同民族的人。愛人如己，其實不只是在服侍一個一個個別的

聖經還提醒我們，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

人，他也包含著對整個社區的服事。不僅僅是一個小的範圍的小

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衆人的心。」
（彼後1:7） 如果只是外表很

其實包含著那些和我們沒有任何交情，沒有任何親戚關係，甚至

單了；如果只是愛我們身邊的弟兄姐妹，我們所認識的人，那還

社區，更是一個大的範圍的整個社會。這樣的一個服事，這中間

虔敬，還容易做得到，但要真實採取這個愛心的行動，那就不簡

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人。這裏的愛

比較容易做得到。要加上愛衆人的

人如己，包含著大誡命，它的範圍非

心，而這個衆人就像前面說的，非親

常的廣。

非故，我們能不能去愛他們？這個就

（二）具體的行動

不簡單。

先從神那裏，我們看到神采取的

（三）神所喜悅的祭

行動就是對世人關懷的行動。他這個

按照聖經告訴我們，那就包括了

關懷的行動，實際上就是出於他的恩

頌贊，行善和捐輸。多少時候，我們

預定。他已經做了這樣的命令，做了

了行善和捐輸的事。但是聖經說，神

典和他的憐憫，出於他的主權和他的

只停留在頌贊。我們頌贊了，卻忘記

這樣的安排，這是他的救贖行動。祂

所喜悅的祭是包括了頌贊，行善和捐

對亞伯蘭說，
「你要叫別人得福……，

輸。聖經說，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

常常以頌贊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

12:1-3）
；並且他也告訴我們何為善。

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

我們說的這一個關懷行動，是萬族得

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

福。這裏的善是要「行公義，好憐憫，

的 祭 ，是 神 所 喜 悅 的 。」（ 來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弥6:8）。

13:15-16）這裏特別的提到行善和捐

若我們真是采取這樣的行動，這就是

輸，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不僅僅只

良善的行動，關懷的行動。

是口唇的頌贊。

聖經特別提醒我們，
「你施舍的

１.警戒：塞耳不聽窮人哀求後果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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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因為聖經說，
「塞耳不聽窮人哀求的，他將來呼吁也不蒙應

麼？如果我們不漠視神的話，不背棄神的話，那我們就不應該

塞耳不聽窮人哀求的，那沒有憐憫的心的人，他們也不得憐恤。

開這個世界。進入這個世界，公義與因信稱義，敬拜與政治行

允。
」
（箴21:13）當然，這裏的警戒不是恐嚇我們，而是提醒我們那

漠視這個世界。因為神正是差遣我們進入這個世界，而不是離

２.原則：那就是開辦這樣慈惠的事，就當要辦成，不要只是說說

動，靈界與物質，個人的改變和整個社會架構的轉變，這些都

而已。說很容易，很多人有很多美好的計劃，但是這些計劃不見

是彼此融合相連的，息息相關的。我們要仿效耶穌一生所給我

得能夠付諸行動，能夠成為事實。聖經說，
「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

們顯示出來的那種生命行動和言語行為，這同是我們整全事工

這慈惠的事，就當辦成了。」這裏的辦成不只是一次。一次辦成，

的核心。

那算是很具體可衡量的，但是要長期性的，那就不容易了。需要

（四）整全使命•整全事工

長期的，因為這一些人還要繼續的存活，他們天天都要面對同樣

因此我們要看到神給我們的整全使命，整全的事工。那包

的需要，不是一次就足夠。這裏開辦這慈惠的事，也當辦成，怎樣

括我們領受的是全備的救恩，使人能夠全人得救；領受的是整

牽涉到這一代之後的下一代，我們還要持續的辦好這慈惠的事。

關懷協會，透過國際良善使命團，透過許許多多各地神的教會

才算成呢？我相信這不是幾天的事，也不是幾年的事，甚至這還

全的使命，能夠采取全人關懷的行動。而這個行動透過日本國際

３.基督徒的社會責任：聖經告訴我們好多關於慈惠的事，而我

以及福音機構正在進行中。我們一起共同關懷，我們要有這一

候，說出了這樣的一個宣言，那就是「我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

１.整全事工不是一個純粹的一個慈善活動：我們帶去的是整全

們很多時候並沒有盡到這方面的責任，以至於在洛桑會議的時

個普世的胸懷。要關心全備的福音傳給萬國萬民，使全人得救。

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

的使命，進行的是全人關懷的行動。所以這樣一個整全的事工，

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

它不是一個純粹的一個慈善活動。兩者的目的、動機、目標和做

注。」這是洛桑宣言裏邊特別強調的基督徒社會責任。這個宣

法都不一樣。

言當中還繼續的說，
「因為毎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不

２.整全事工不能夠與傳福音的事工脱節：我們不是在走社會福

論種族、宗教、膚色、文化、階層、性別或年齡，毎個人都有內在

音的路線。我們應該走整全事工這一個路線，而整全事工不能

的尊嚴，所以應當受到尊重及服事，而不應該受到剝削。我們在

夠與傳福音的事工脱節或者分開。

此表示懺悔，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有時認為布道和社會關

３.整全事工是一個對人類的觀點與思想架構出發的：如果和傳

懷也不等同於布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恩。」

整全事工那是一個對人類的觀點與思想架構出發的。

懷是互相排斥的。盡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於與上帝和好，社會關

福音的事工脱節分開，那就不叫整全事工，也不是整全的使命。

４.「我們還是確信福音布道和社會政治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

４.整全事工是主耶穌基督事工的模式：人的觀點包括三觀，整

責任。因為這兩方面是我們在神論和人論的教義上，以及我們

個世界觀、人生觀、價値觀。整個三觀思想架構是否是站在與神

對鄰舍的愛和對基督的順服的必要體現。」洛桑宣言能夠做出

為敵，還是願意來渴慕神、來親近神、來領受從神而來的真理？

這樣有內涵的一個宣言，這當中有多麽刻骨銘心的、發自内心的

整全事工關心的不單是三餐溫飽的問題，包括人的思想、心靈的

懺悔，才能夠承認我們確實是有社會責任。

問題。整全事工是主耶穌基督事工的模式，關心全人，全人關懷。

５.整全的使命或全面轉化：因此我們看到我們從神領受的那是

５.整全事工重視人的成長過於事工本身。他的焦點是在全人關

整全的使命或全面轉化，那就是福音的宣講和示範。他不僅僅

懷，整個人健全的成長，包括身心靈的成長，這才是整全事工真

只是指著傳揚福音與社會關懷，兩者並行，兩個都要做，不只是

正的目標，這才是我們的整全使命。

這樣而已。更確切的說，在整全使命中，我們的宣講會引發社會

（五）整全福音事工的實踐

果效。不單單是說我們兩只腳走路，兩件事都得做。不只是如

１.橋梁：那就是通過接觸進入社區。就如日本國際關懷協會所

此，我們要把它看成是一個整全使命。只要我們有宣講，傳揚福

做的。

２.見證：通過接觸進入社群，然後要見證，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基督

音自然就會引發的社會果效。因為我們是在呼籲人們與生命的

徒。當然有一些地方不太容易直接的就表明自己的信仰。但是和當地

所有領域中都要表現愛和悔改，而我們的社會參與亦會引發傳

人在一起的過程中，我們仍然要

揚福音的果效。因為我們是

宣告耶穌是我們生命的主，是祂

在見證耶穌 基督轉化的恩

改變了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有這

典。他在轉化人的生命。

樣的愛心來服事社區。

若 我們漠 視世界，那 我

３.事工：事工就是我們剛才一

們就是背棄了神的話。因神

直在談到的全人關懷這個整

的話正是要差遣我們去服侍

全的福音事工。

世界；若我們漠視神的話，我

４.途徑：途徑那就是透過改

們就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帶給

變生命，改變生活，不僅僅是

這個世界的。身為基督徒，我

改善物質生活，而是改變整個

們真正能夠帶給這世界的最

生命，整個靈命。

寶貴的，除了神的話，還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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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全的方法去滿足人整全的需要，改變人的生命，改變

門徒。而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我們要知道還有多少人未曾聽聞

行動和福音的事工這個過程，要達到的最終極的目標，那就是

世界人口28.2%，也就是占了二十二億的世界人口是福音未及之

人的生活的途徑，去滿足人生心靈方方面面的需要。而關懷的

福音。世界上，按照最新的差傳數據，福音未及之民仍然占了全

使人做主的門徒。真真正正跟隨基督的脚蹤行的主的門徒。

民。他們就在我們前面這一張地圖所標註的這些主要的位置裏。

所以透過全人關懷來服侍主，透過全人關懷的服侍主，包

今天和大家分享從神來，對著日本國際關懷協會，同樣也是

括聖經所説的，做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那一些餓了給他吃，渇

對著國際良善使命團，神給我們的信息。但願我們敞開我們的

在監裏來看望他。這樣做其實就是做在主的身上，是透過這一

力，我們共同的去進行關懷、去實踐祝福。

了，給他喝，做客旅，留他住，赤身露體給他穿，病了來看顧他，

心，讓我們領受，讓我們按著神給我們的力量，支取聖靈的能

種全人關懷的行動來服侍主。我們也是透過社會關懷來見證

我們禱告。阿爸天父，感謝袮給我們有從袮而來的信息，讓

主。透過社會關懷，因為我們已經經過這生命的轉化，是世上的

我們能夠共同關懷，有普世的胸懷。我們的關懷行動不純粹只

見證主。

使命，是一個整全的事工。願我們始終都不忘記神，袮給我們的

鹽，是世上的光。因此，在社會上要有這樣的好見證，為的就是

是一個良善的行動，不只是一個慈善的行動。更是一個整全的

二．普世胸懷

大誡命和袮給我們的大使命。願我們互相鼓勵，彼此祝福，一起

今天我們所談「共同關懷•普世胸懷」，因為這是神給我們的

成長，完成主所托付我們的使命，榮耀主的聖名，祝福萬國萬

誡命，也是神給我們的使命。神給我們的使命是去使萬民做主的

民。禱告奉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阿們。

國際良善使命團和國際關懷協會聯合交流會
2021年11月23日
洪恩賜牧師介紹了良善使命團

以主耶穌所頒發的大使命為我們共同參與的使命。

其中：有一雙張開的手在後頭，這個是代表父神的

少數民族跨文化全人關懷事工，還有少數民族神學

鴿子的形状代表聖靈；而中間那一群人代表萬國萬

上述三個事工現在都還在進行著。

關於國際良善使命團的團徽，有屬靈的含義在

而我們的事工範圍就包含了七個方面。首先就是

愛對世人的擁抱；十字架是代表著聖子耶穌基督；

教育事工，漢語神學師資培育事工，這是最早期的。

民；麥穗代表著莊稼已經熟了。這就是國際良善使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另外兩個，首先：是中南半島

命團會徽設計的寓意。

跨文化全人關懷事工；也就包括了緬甸、泰國、柬埔寨；也探

是福音出中華。
日本國際懷協會的異象是福音出日本。我相信我

緬甸的五個地區；泰國的兩個主要地區以及柬埔寨地區。我

國際良善使命團的宗旨和異象：首先國際良善使命團的異象

望過越南；我們在中南半島的地方的工作。目前主要就是在

們是從神領受同一個異象，都是要從我們所在的地方將福音傳

們還有南北絲綢之路的愛慕事工，以及上帝選民愛猶福音事

當初我們成立國際良善使命團就在國內的某一個城市的某

這方面的培訓,以及這方面的支持。這方面的工作還會繼續

出去。我們相信不只是傳給我們同民族的，也應該傳給萬國萬民。

工。目前我們有愛猶行動小組。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有開辦

一個山區，在某一個民族當中，但是我們不是停留在一個民族當

發展。環地中海亞非歐全人關懷事工我們也在做，但是因為

中，我們是要從一個民族到萬民。我們是要從一個地方到各個

疫情的緣故，受了一定的影響和限制。我們目前比較多的事

地方，從一個國家到萬國萬邦。當初我們設計橫幅的時候，底色

工還是在東南亞。

二．具體的行動

是紅色的。我相信大家都對這樣的紅色非常有認知感，感到非
常親切。後來我們為了要走向更大的國際化範圍，我們把紅色

我們是以行動小組的方式來進行。毎個月都有事工近

的改成了藍色（藍天的顏色）的這個底色。

況分享。在馬來西亞我們有【原住民行動】
；在印尼我們有

一．跨文化福音

【廖内行動】，而這個廖内就是在蘇門

福音出中華是為了福音跨文

達拉的中部或叫蘇中。廖内的工作我

化、福音到地極，這是神給我們的

們毎一個月都有同樣的跟進，每月都

異象。而這個異象，也讓我們看見

有這方面的事工近況分享。

我們在泰國的兩個地方，一個是

範圍從小到大，從第一個範圍延
續地發展，第二、第三…到第六範

在泰北【瑪尼行動】，瑪尼是我們所支

為福音禾場，以良善為核心價値，

邊進行植堂宣教工作，另一個是在泰

持的傈僳族傳道人，他們夫婦倆在那

圍。我們的事工宗旨就是以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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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泰南行動】福音工作。泰南的工作包括了泰南的泰國人、
當地的一些少數民族以及華人。

在緬甸我們有【愛加倍行動】，就是剛剛我們聽到的夏

約翰牧師所負責的。同樣，每一個月我們都有事工的近況分
享。在緬甸我們有五個地區的福音事工。剛才分享的【愛加
倍行動】是在密支那。

另外四個分別是【新榮美行動】，有新榮美學生中心，

在彬伍倫（也叫眉繆）
；【主恩行動】，有主恩學生中心，是在
木姐。還有【恩典行動】以及【延福行動】這兩個都是在臘
戌。這也就是你們幾年前你們曾經去過的那一個城市。
良善-緬甸【愛加倍行動】負責人夏約翰牧師分享：

音事工，這些早期的原住民事工就成為我們的橋頭堡。從這裏

接下來會有宣教中心。從下個月開始，有一些佈道會，會有一些

就不行。如果他們去傳福音有人接待，他們就可以帶我們進去。

現在我們有愛加倍學生中心，還有愛加倍門徒訓練事工。

我們就訓練當地的人去傳福音。因為他們進去可以，我們進去

佈道行動，就是到退伍軍人的家屬區，展開第一次的佈道會。密

就算進去的話，我們也會遇到種種的困難。不只是政府方面的，

支那有一條以諾瓦底江橫著流過，我們需要過江到對岸去向一

還有其它的一些困難。比如說經濟民生方面，要訓練他們也不

些緬族開始做宣教。

簡單，因為原住民他們有一個特性，他們不大願意接受開放，他

我們的事工，第一是有愛加倍學生中心，第二有愛加倍培訓

們情願在森林裏面生活，自由自在，如果他們出來城市生活打

中心，第三就開始有這個愛家倍宣教中心，我們開始來推動這個

工，他們做幾天就會跑掉，所以要訓練他們，首先需要改變他們

全人關懷宣教事工以及各個民族的福音事工，這是我們愛加倍

的生活習慣和他們的思想。我們【原住民行動】的目標是訓練他

宣教中心未來的展望。請為我們代禱，謝謝。

們能建立自治、自養、自理的教會。

良善-馬來西亞【原住民行動】負責人陳利賢牧師分享：

日本國際關懷協會兪暁農理事分享：

動】。原住民事工的開展，已經有十多年了。原住民其實是我們

創辦人李秀全牧師的帶領下，提出「福音進中國，福音出中國」

我負責良善-馬來西亞【原住民行動】和良善-印尼【廖內行

國際關懷協會簡称為CMI，是一所以跨文化宣教的差會，在

政府非常關注的一個族群，我們的原住民大概有十九個小群，大

的異象，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在香港登記成立關懷社有限公司，二

概有三十萬到四十萬人，他們比馬來人還早到馬來半島，包括在

〇〇一年八月在美國正式成立了國際關懷協會，二〇一七年四

西馬、東馬。東馬的原住民比較進步了，西馬的還不是很進步，

月在日本成立分會，二〇二一年四月正式獲准一般社團法人日本

所以向他們傳福音是有一定的困難。第一個困難就是政府的攔

國際關懷協會，目前在全世界有美國、臺灣、加拿大、新西蘭、日

阻，因為有一個法令，這個法令叫做原住民法令。原住民法令就

本、某創啓地區。

是不允許任何外人私自去原住民村莊的，所以我們就不能很自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國際關懷協會的目標：本協會以上帝所

由的進出他們的村莊。

啓示之新舊約聖經為信仰之基礎，宣揚主耶穌基督的福音；本協

第二原住民是泛靈信仰，所以要改變他們的信仰也不簡

會與跨文化宣教為導向的宣教団體協作，差派並接受宣教士；

單，我們要感謝上帝就是在這個原住民法令還沒有生效之前，

本協會規劃與推動「福音進日本,

就是我們馬來西亞還沒有獨立之前，已經有人開始原住民的福

傳福音直到耶穌再臨。

福音出日本」之宣教異象，廣

事業：關於國際宣教合作之調査以及研究；接受宣教士，以

及向國外差派宣教士；協助青少年健全成長之活動；増進保健，
醫療和福祉之活動；關於災害救援之宣傳活動；其他所有與上
述相關活動；

福音進日本

① 對福音充滿熱情的留日華人（包括我們在坐如學生、工作人

員以及家族；對日本宣教有負擔基督徒等），為日本這塊福
音的冰島帶來一絲春意。

② CMI總會與世界各方派來有經驗的宣教士，福音機構等凡

對日本福音事業有負擔的，不論國籍、種族、社會背景、宗
派背景。通過各種資源上的支持，凝聚在日華人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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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力量使福音事業得以成長、成熟、進而帶動並複興
面向日本人的福音事工。

③ CMI的基本目的是為了在日本廣傳耶穌基督的福音，積極

按照聖經原則接納新聖徒、教導眾聖徒、並在日本各地支

弟兄姐妹們積極地參與了。據介紹，約6年多前是以兒童食堂

持宣教事工。

的形式，定期開放兒童食堂，讓單親家庭的家長和孩子能吃

④ 宣教是基督徒的生命經歷旅程，雖然每個人手指長短不
一，唯有「把握時機」。CMI在日本開辦《把握時機》課

供學習的場所，疫情開始後，為了減少感染風險，也改換過以

⑤ CMI要在日本培養華裔與日本宣教士，培訓訪宣隊、日文

人數也從原有的約100多家庭增加到今天300多個家庭，看到

程、還有其他的神學講座。
教師、醫療短宣事工等。

由於疫情的影響，需要幫助的家庭越來越多，感謝神，神自己

福音出日本

①在日本福音事業趨於成熟的同時，我們也將面向世界全面
推動福音宣教事業。

②差派華裔與日本宣教士、日文教師、醫療短宣事工。

事工方面：

堅 持不懈的付出和奉獻 感 恩的

京都練馬區某教會的育兒援助團

神先愛了我們，我們為神又做了

同時，深感自己的缺乏和狹隘，

感謝神，有機會參與了在東

些 什 麼 呢？只 是 滿 足在參加 教

體舉辦的公益活動，活動內容是

會崇拜，團契生活而已嗎？求聖

為生活在東京23區、300多個困難

的單親家庭免費贈發日常所需的

食物等，把從各種相關公益團體、

從 身邊 做 起 ，從 力所 能 及 的 做

便麵等食物，按著事先登記的家

去 愛 我 們 周 遭 的 人們 ，傳 福 音

起 ，用 實 際 的 行 動 用 基 督 的 愛

農家收到的大米、蔬菜水果和方

給更多的人，成為神的兒女，享

庭數目，把各種各樣的食物按順

受在主耶穌 基督裡的真 正的平

序一一放入塑膠袋裡，點驗後封

安與喜樂。

緊袋口，放置一處，待傍晩時分，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是難忘的一天，
日本國際關懷協會與国際良善使命團在線上一起為

軍事政變中的緬甸禱告，

求主憐憫那裡的人民，看顧保守衆聖徒。

緬甸很多的百姓都沒有安寧的日子，陷入了水深火熱中。很
多工廠從緬甸被撤離，很多的百姓面臨失業的貧窮状態。求

為軍事政變中的緬甸禱告，

求主憐憫那裡的人民，看顧保守基督徒。

成為国家的祝福，求主興起緬甸的教會，興起緬甸毎一個牧者，

親愛的天父，讓我們今天在主裏預備安排的時間，讓我

們可以在線上與日本國際關懷協會的牧者、馬來西亞的牧者

戰亂中可以完全得到改善。主啊我們仰望袮，袮是緬甸的主，

我們獻上感恩。感謝天父愛我們，透過耶穌基督揀選我們，

也是天地的主，我們生命的主，我們如此禱告奉主耶穌基督

使我們被分別為聖成為上帝的子民，國度的精兵，也讓我們

的聖名祈求。阿門！

6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國際關懷協會
Japan 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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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陳立賢牧師

2021年12月份 第

22期 日本 CMI 刊物

疾病、瘟疫所困擾的群衆。主啊，讓我們把袮的愛帶出去，因
為袮就是愛。

為緬北地區，因為戰亂發生，家園毀於戰火，

是袮先愛了我們，也求袮賜給我們力量去幫助我們愛我們

有許多老百姓風餐露宿、而流離失散的難民禱告。

天父，我們再一次獻上感恩，謝謝祢讓我們馬來西亞的牧

的鄰舍，如同愛我們自己。主啊，請繼續祝福國際良善使命團

在這裏不只是我們馬來西亞的牧者們關心；而且還有在日本的

袮的兒女，堅固他們。求主也能夠感動越來越多的基督徒，越

在世界各地的事工，祝福他們手上的工，帶領袮的同工，帶領

者與弟兄姐妹們能夠關心緬甸地區。我們特別為緬北地區禱告。

來越多的教會，用各種各樣實實在在的方式，也用禱告去支持

同工們，他們也願意關心緬北的事工。所以我們要獻上感恩，

他們的事工。我們在袮裏面同工，都以基督的心為心，以上的

我們相信上帝，不管我們在什麽地方，什麽國家，我們都是袮

祈求禱告是奉我救主耶穌的名求，阿門。

的子民。我們相信緬北的地區也是上帝袮所愛的。我們要把這

個地區的戰亂仰望在上帝袮的手裏，我們求袮憐憫這個國家。

五 . 陶宗明理事

因為有不同的民族，又發生了内戰，很多的家園被摧毀，很多

為日本的疫情日漸好轉，求主繼續憐憫醫治這片土地，

袮的子民也在戰亂中犧牲。求主憐憫帶領，讓内戰能夠尽快平

希望不再復發禱告。

息下來。我們也看到有袮的牧者殉道了，我們求主憐憫這些為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向袮獻上滿心的感謝，謝謝袮在今天

上帝袮的名而擺上的弟兄姐妹和牧者們。求主安慰他們，求主

分別這段時間能夠讓我們無論是線上線下都可以一起來為日本

來幫助他們，讓他們勇敢的在前面行走，豐豐富富的供應他們

的疫情向袮獻上禱告。我們感謝袮，日本現在的疫情漸漸的緩

日常所需的，讓他們在主耶穌袮的面前，在衆人的面前能夠有

和。昨天東京只有六位感染者。主啊，求袮親自保守日本這塊

美好的見證。感恩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

土地，讓疫情能夠盡快結束。主啊，讓我們在日本能夠開展我

三 . 淑彬姐妹

們的事工，在日本這個福音貧瘠的土地上，主啊，求袮能特別
眷顧這塊土地。讓我們可以彼此搭配，讓我們真的是有從袮來

為懇求主憐憫拯救緬甸的老百姓，早日脫離如此不堪的困境。

的異象，讓我知道如何在這樣的時刻能夠來擴張我們自己的福

誠願緬甸人民能夠迴轉歸向主，求主賜福於緬甸國泰民安，
人民早日過上安寧的日子禱告。

音事工。主啊，袮自己來憐憫，來幫助我們。因為我們所做的

聚在一起來紀念緬甸的人民。我們為緬甸這個國家在軍政府的

來與主袮同工，讓我們真的能親自體驗到袮對這塊土地的愛。

真的是非常的少。求主袮賜給我們聰明智慧，讓我們知道如何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們滿心感謝。主您的愛把我們

主啊，別讓我們的環境阻擋我們往前邁進，不斷的來感動我們

施政和壓迫下，疫情也不断的蔓延，使人民都過著很苦的日子。

每個人的心，讓我們真的是能夠一輩子被袮使用。在這樣的一

主啊，求主祢施憐憫，施慈愛在當中。讓外面物資能夠順利送

到緬甸這個國家，還有醫療的設備，儀器也都能順利帶到那些

片土地上，我們能夠愛我們的鄰舍，讓我們能夠來伸出自己的

感染的人能夠得到一個地方來得到醫治，得到幫助。求主祢特

們。主啊，都求袮來記念，謝謝主耶穌。我們將我們今後所要

手，能夠來被主袮使用。願袮來賜福願意在主面前擺上的同工

需要的人當中。也同樣能夠有更多的隔離中心，讓這些受疫情

開展的工作，都交托在主袮的恩手當中，願主袮自己親自來帶領，

別的憐憫幫助，讓緬甸的人民都因這次的苦難，他們能夠認識

讓我們真的是能夠將主賜給我們的使命發揮在這塊土地上面，

袮是神，他們也願意來相信袮。接受袮成為他們的救主和生命

謝謝袮。我們這樣的感恩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

的主。我們禱告仰望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祈求，阿門。
四 . 王銳傳道

六 . 俞曉農理事

為國際良善使命團事工異象與使命，

為疫情下的日本各教會禱告，求主堅固弟兄姐妹的信心，
在困境中堅定仰望神，讓教會成為黑暗中的燈塔禱告。

懇求主感動更多福音機構與教會參與救援工作，

天父上帝感謝袮，日本的這個地方是福音的硬土，我們在

傳達從神而來的愛心和關懷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感恩袮感動這些弟兄姐妹的愛心，也感

日本的眾教會面臨許許多多的困難，但是我們相信這些困難也

立這樣一個國際良善的使命團，把袮自己的慈愛帶到那些最需

切都有袮的美意。主啊，我們感謝袮興起許多的教會，不管是

是我們的機會。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有袮的計劃。我們相信這一

動他們願意擺上自己的時間金錢，以及精力和靈力能夠組織成

日本本土的，還是各個外國人所委身的的教會。在這過程中，

要的人身上。主啊，袮自己在地上的時候時刻宣揚天國的福音，

我們看到袮的福音在這片土地上被見證。我們看到袮的福音在

也隨時隨地伸出袮的恩手，去幫助那些甚至不認識袮，甚至不

傳揚。我們雖然面對許許多多的挑戰，但是我們相信依靠著袮，

信袮的人。主啊，袮就是慈愛，就是憐憫。今天袮的教會，今

我們一定得勝。主啊，請求袮來堅固在日本這個土地上眾多的

天袮的門徒在地上，我們一樣要宣揚天國的福音，我們也一樣

弟兄姐妹的信心。讓我們看到你在萬事上的榮耀，不是單單被

願意把我們自己的手伸出來，也邁開我們自己的腳步，去幫助

眼前的困難所嚇壞。讓我們不是單單因著困難我們說不往前，

我們的鄰舍，幫助那些貧窮的，困苦的，受各種各樣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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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陳鋒師母

讓我們依靠著袮，我們依靠著來自於袮的信心，我們能夠做超

為因著疫情産生了種種變化。求主賜下異象，

乎我們所想象的事情。主啊，求袮來幫助我們在日本的眾教會，
讓我們能夠有機會能夠更多的彼此的連接。主啊，我們來打破

繼續帶領日本國際關懷協會，求主賜同工們有智慧，

見證耶穌基督的榮美。我們來共同建造耶穌基督的身體，我們

愛我們的天父，在疫情發生的各種變化當中，求主袮繼續帶領

作袮的門徒。讓我們使更多的人能夠來到袮的面前被拯救。主

求袮賜下從袮那來的異象，可以重新計劃開辦《把握時機》的

重新計劃開辦《把握時機》課程與宣教事工禱告。

保守陳舊的思想，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彼此配搭。我們來共同
也願意更好的承擔主袮賜給我們的使命，帶領我們使萬民能夠

日本國際關懷協會，以求主賜同工們從天上而來的智慧。主啊，

啊，願我們每個人都成為袮福音的管道，願我們每個人成為袮

課程以及各項的宣教事工。主啊，真的讓我們在這不容易的時

手裏的器皿，被袮所大大的使用。讓我們成為更多人的幫助和

期裏面繼續把握時機，把袮的福音，借著這群同工把這好消息

祝福。主啊，這一切我們都感謝袮，我們感謝袮的揀選，我們

傳給在創世以先袮就揀選要得著福音好處的人群裏面。主啊，

感謝袮的使用，我們感謝袮的帶領。我們感謝袮在我們身上有

求袮使用每一個線上線下的，主袮自己的小羊，成為袮榮耀的

許許多多的見證，讓我們真的能夠成為更多人的祝福。感謝主，
所有

器皿，也帶著袮的托付去完成袮在我們生命當中的使命，奉主

的一切，我們都仰望交托在袮手中。禱告奉耶穌基督的

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門。

聖名求。阿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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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事 項
① 為軍事政變中的緬甸禱告，求主憐憫那裡的人民與基督徒。

② 為緬北地區，因為戰亂發生，家園毀於戰火，有許多老百姓風餐露宿、而流離失散的難民禱告。

③ 懇求主憐憫拯救緬甸的老百姓，早日脫離如此不堪的困境。誠願緬甸人民能夠迴轉歸向主，求主賜福於緬甸
國泰民安，人民早日過上安寧的日子。

④ 為國際良善使命團事工異象與使命，懇求主感動更多福音機構與教會參與救援工作，傳達從神而來的愛心和關懷。
⑤ 感謝主，
日本的疫情日漸好轉，求主繼續憐憫醫治這片土地，希望不再復發。

⑥ 為疫情下的日本各教會禱告，求主堅固弟兄姐妹的信心，在困境中堅定仰望神，讓教會成為黑暗中的燈塔。
⑦ 因著疫情産生了種種變化。求主賜下異象，繼續帶領日本國際關懷協會，求主賜同工們有智慧，
重新計劃開辦《把握時機》課程與宣教事工。

宣教異象

Mission Vision

福 音 進 日 本 、福 音 出 日 本

Gospel into Japan World Gospel out Japan World

奉獻方式

日本国内銀行口座：
１.三井住友銀行 日本橋支店
口座番号：0009-695-8476575
イツパンシャダンホウジン ニホンコクサイカンエキョウカイ
２.みずほ銀行 小舟町支店
口座番号：0001-105-3051975
シャ）ニホンコクサイケア ミニストリーキョウカ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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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NO: 0009-695-8476575
BENEFICIARY: JAPAN 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Address: 1-6-9-7 Nihonbashi Ningyo-cho, Chuo-ku, Tokyo,103-0013 JAPAN
SWIFT CODE: SMBCJP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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