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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 是聖經的中心。從創世記到啟示錄充滿著宣教

的故事，就是拯救萬民萬族的故事。我們所信的上帝是宣

教的上帝。上帝差遣自己的獨生子耶穌來到這世界拯救人

類。來到世界的耶穌成為我們的救主和王。主耶穌道成肉

身的真理是給於所有的宣教士們最好的榜樣。在聖經裡我

們常常看得到的是上帝差遣人 , 被差遣的人在使命地成全

祂的旨意。這是完整的一套宣教的過程。上帝是設計宣教，

實踐宣教，完成宣教的神。

教會的歷史是宣教的歷史。使徒行傳就是初代教會的

宣教史記。實踐宣教才有了新的教會。沒有初代教會的宣教，

就不可能有歐洲的教會 ；沒有歐洲和美洲教會的宣教，就

不可能有今天亞洲，南美，非洲的教會。若沒有今天的宣教，

就不可能有明天的教會。所以，今天我們參加宣教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事工。宣教就像是生孩子，藉著宣教，生出下

一代的教會。

日本的華人雖然有長久的歷史，但是宣教方面還是很

缺乏。然而，上帝已經讓日本華人具備了參與宣教的特別

恩賜和力量。比如人力，財力，熱情，獻身…我們應當把

更多的資源投入在宣教上。就如把自己最喜愛的耶穌差遣

到我們當中的上帝一樣 ；又如把自己最重要的巴拿巴和保

羅差遣出去的敘利亞安提阿教會一樣，我們應當把我們所

愛的，我們所重視的巴拿巴和保羅差遣到宣教現場。這是

我們日本華人領受的使命，也是我們的祝福。我相信在宣

教方面，神要大大地使用日本華人。

JCC 從 2014 年開始，已經組織了 3 次日本華人基督徒

聯合海外短期宣教。短期宣教是長期宣教的開端。參加過

短宣的弟兄姐妹們當中已經有好幾位開始參加長宣了。短

宣，是開啟日本華人基督徒的宣教潛力，提高日本華人宣

教的力量，裝備日本華人基督徒被神使用的重要事工。這

一次的白皮書是關於台湾嘉義基督教醫院短宣的記錄。通

過嘉義基督教醫院的短宣給每一位短宣隊員本人帶來很多

恩典。我們非常非常享受了傳福音，見證救主耶穌的機會。

的確，嘉義基督教醫院是好豐盛的禾場。從第一次泰國短

宣開始的 JCC 聯合短宣，從今以後會不斷進步，繼續成長。

不僅僅在亞洲，我們祈願今後的短宣還要跨入非洲，南美

等需要福音的地方。求神加給我們力量。求神幫助我們日

本華人能在世界宣教運動做出應有的貢獻 ；培養出有 10 年

以上現場實踐經驗的宣教領導們來幫助國內教會的宣教運

動更有力量，更加健康成長。

序言
朴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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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短宣概要



4 JCC2017-2018 台灣短宣白皮書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簡稱嘉基醫院，

或，嘉基，位於台湾嘉義市。於公元 1958 年由美國信義會

自由堂所派遣的美籍傳道士戴德森醫師創立。以“用心醫療、

用愛傳道” 作為創設信念，提供當時普遍被視為醫療服務

較為貧瘠的嘉義地區。

嘉基由三十張病床創院開始，至今發展成達近千床，

各醫療專科齊全的擁有 24 個單位的大型綜合醫院。是台湾

中部雲嘉地區最大之區域教學醫院。

嘉基現況

門診量：平均每日超過 4,110 人次，提供超過四十專科服務。

急診量 ：平均每日約 250 人次。

病床數 ： 1,077 床。

員工數 ： 3,300 人。

嘉基傳承著戴醫師創院精神，除了醫療服務。此外，

也關心患者及員工的心靈需求，更將服務範圍延伸到國外，

每年組織志願員工，成立短期醫療及管理服務隊，前往需

要援助的地區、國家從事義診及交流工作，將上帝的愛帶

到國內外醫療缺乏的地區。

任務 / 目標

醫療 ：以病人為中心，提供最佳服務

傳道 ：分享基督的愛，推展醫療傳道

教學 ：全面提升品質，發展教學研究

關懷 ：關心社區需求，建構照顧網絡

策略方針

• 以病人為中心的全人照顧

• 提供整合性持續性的醫療

• 建立合作的醫療照護團隊

• 提升效率掌握成本的營運

• 以育才為永續發展的動力

六大特色醫院

• 年長者全方位照顧的醫院

• 癌症病人全人照顧的醫院

• 婦幼病患貼心的醫院

• 整合醫療服務與社會服務的醫院

• 團隊合作典範的醫院

• 醫療傳道與海外宣教的醫院

嘉義基督教醫院簡介
陳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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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隊員準備自己的得救見證 ：

初草 A4， 2 頁，整理後為 A4，1

頁，背壹下來，訓練在 3 分鐘

內分享。

2017 年 和 2018 年 2 次 台

湾短宣的結果證明，通過上述

訓練，短宣隊員們在靈性和知

識上都大有長進。進入禾場時，

有備無患，每個人都能在短時

間內流利地向陌生人做自己的

得救見證。遇到問題時，隊員

們首先想到的是壹起同心合意，

迫切禱告。哈裏路亞！

出發前培訓.—陳玉

台湾短宣參加者的必要條件之壹是能夠參加短宣出發

前的 6 次培訓。而且，短宣隊員必須每天有靈修和禱告的

生活，要寫靈修筆記。因為，短宣是直奔搶救靈魂的禾場，

必須有過硬的 “身體” 和作戰的技巧。為此我們制定了短

宣訓練的目標 ：

1. 造就宣教的靈性

2. 終身參加宣教運動（時間，禱告，奉獻）

3. 培養長期獻身者

4. 培養當地服事力量 ( 在醫院的傳福音，見證，培訓…)

短宣訓練內容及安排 ：

1.	 日常生活上的更新而變化

 個人靈修 ：使用筆記本來寫靈修日記，1 周 4 次以上

2.	 個人禱告：準備禱告筆記本，記錄每天的禱告事項，

每壹天至少花 30 分，為宣教、各國的需要、短宣

等禱告。

3.	 知識和認識上的更新而變化

 每周六晚上 7 ：00 - 9 ：00

  ( 時間分配 ：禱告 20 分，講課 50 分，練習 30 分，

確認作業和準備 20 分 )

每次培訓時，隊員們 2 ～ 3 人壹組，彼此檢查對方的

靈修筆記，分享靈修內容與感動以及互相代禱。此外，還

要求 :

每位隊員為自己找 3 名代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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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筆記  —王潔

在 2016 年 7 月 18 日受洗之後，馬上就要 30 代的我經

歷了事業的失敗，臨近破產，連預備結婚的錢也搭了進去。

我對自己失去了信心，我對未來失去了信心，我覺得失去

了一切，我已經一無所有。我的生命處於前所未有的低谷

時期。當時生命處於很差勁的狀態，也覺得自己不配去做

任何事情。可就在這時我竟然莫名其妙的決定參加台湾短

宣。

在台湾短宣培訓的時候我才知道要堅持做靈修筆記，

可當時的我覺得很麻煩，心裏就像寒暑假被留了很多作業

的學生一樣，極其不情願。但不做的話還怕不讓去，所以

我決定做個三好學生。起初我不知道應該讀哪一卷書，正

在亂翻的時候就想起牧師和靈命長輩們給的建議，先禱告，

再讀經，記下感動的章節。於是禱告後隨手翻開聖經，就

翻到了哥林多後書，我也沒有多想，就慢慢的讀起了哥林

多後書。很快我就被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

基督歸與妳們！我常為妳們感謝我的神，因　神在基督耶

穌裏所賜給妳們的恩惠。這兩節經文所吸引，我想起神是

施慈愛和憐憫的神，是安慰人的神，是我在痛苦當中安不

斷安慰我的神，我怎麽就忘記去找神安慰我了呢！怎麽就

在這裏走不出來了呢！筆記結束後我就做了禱告，感謝神

讓我想起不應該靠自己，要靠神。我的心得到了安慰。第

四次靈修筆記的時候，我遇上了把我完全從生命低谷帶出

來的經文。【林後 4:16-18】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壹天新似壹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

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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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讀到這裏的時候我的心裏豁然開朗，之前所有堆積

在內心的負面情緒一切都消失。我覺得我一直處於自己的

痛苦，卻沒有考慮過神榮耀的寶貴，一直以來只是在註視

那些眼睛能看到的會毀壞，會消失的東西。苦楚的微不足

道和神榮耀的寶貴，能看到的暫時性和看不見的永恒性。

這根本就無法對比。完全不是一個層次。在我看來我是禱

告後無意間翻到的 1 卷書，可在神的計劃裏是早已經為我

預備好的話語，靈糧。我走出了低谷，喜歡上了靈修筆記，

並且滿懷期待和熱情去參加了台湾短宣。

這段經文不僅僅帶我去了台湾短宣，也完全的顛覆了

我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讓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轉折。

感謝主，祂是又活又真的主。以馬內利的神與我們同在。

義賣活動—陳玉

台湾短宣的目的地是台湾嘉義基督教醫院。我們將要

進入病房和科室，面向患者和醫生護士及醫院管理人傳講

耶穌基督的救恩。如何向一个陌生张口呢？又如何把话题

转向福音呢？隊員們边祷告边熱切地探討著。

感謝神借著朴師母提出舉辦義賣活動的方案。即可緩

解短宣支出費用，又可以讓不能直接奔赴台湾短宣的肢體

通過義買參與其中！

義賣 ：短宣隊員們自己計画義賣內容，自行采購，親

手制作食品，飲料 ；或把家裏閑置的東西拿出來義賣。所

有義賣收入歸於短宣隊，充當短宣活動支出經費。不能參

加短宣的弟兄姐妹，通過義買間接參加短宣。

短宣出發前的壹個主日下午，禮拜結束後，在東京日

暮裏國際教會，洋洋灑灑地擺上了隊員們充滿愛心，親手

制作的小籠包，炸雞塊，八寶粥，日式炒面，芒果汁，還

有各樣新衣服等等。轉眼間食品和飲料被弟兄姐妹們壹掃

而光了，衣服也被友愛地購買了。

結果，兩屆的義賣收入，都為短宣隊購買禮物和紀念

品提供了極大的幫助。我們的神是耶和華以勒的神，在祂

沒有缺乏。

“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奔赴台湾短

宣的，和留在後方禱告的，所得的獎賞是壹樣的！通過義

賣，參加短宣的和不能參加短宣的弟兄姐妹更加齊心合意，

各盡其能，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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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病人關懷—季福豪

兩年前的歲末，我的外婆回了天家。今年年初，我的

父親，回了天家。相比之下，我來寫臨終關懷這一章節，

感觸頗多。外婆臨終前，我見了她最後一面，但並沒有陪

她走到最後。聽母親說，最後一天，外婆處於重度昏睡的

狀態。心電圖在跳動，之後變成一條直線，很安詳。

父親離世的時候，全過程，我都在身邊。說實話，無

論從基督徒的角度，還是作為一個兒子，我的大腦已經不

受自己控制，一直處於恍惚的狀態。父親是兩年前，被確

診為癌症晚期，但作為家人，並沒有讓他知道病情。大概

是他臨終前一個月，他口齒變得不大清晰，最後在醫院，

一個星期之後，離開了這個罪惡的世界。在他離開之前，

我們並沒有決定為他做最後的搶救，希望他能平安，沒有

痛苦的離開。有時候，作為中國人，受了五千年的傳統的

文化熏陶，會下意識地認為，自己的至親，為命關頭，怎

麼可能不搶救？這不是，不孝順，喪盡天良嗎？然而，在

我看來，並不能用，不搶救就是不孝順來衡量。

首先來說，父親患病差不多兩年，從一健康，但頹廢，

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精神上，甚至是肉體上，都是很大的煎熬。

這種搶救，並不能挽回他的生命，只會讓他的痛苦的時間

更久遠。相比之下，我認為這個時候，作為家屬，應該冷

靜對待，如果說搶救了，真的能挽回病人的生命，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是讓痛苦加劇，或者說是不痛不癢的搶救，我

覺得還是讓病人早日回天家比較好。走過之前的經歷，結

合這次台湾嘉義基督教醫院的，臨終關懷課程學習的，幾

乎一致。

對於，很多病人來說，在臨終之前，腦海中會出現幻覺，

也有人說，在臨終之前，那幾秒，會把生前所有的事，在

腦海中像放映片一樣，走一遍。有可能是在臨終病人意識

稍有清醒的時候，會說很多不相干的事，或者是不相干的人。

比如說，父親臨終前，他經常把我當成他以前單位的徒弟，

或者是念及一些故人。而且，情緒異常的亢奮，包括外婆

臨終的時候在內，都會出現一些常人理解不了的事。這是

病情壓迫到了腦神經，我們作為家屬，不應該強迫臨終病人，

去讓他明白他那只是幻覺，應該說著他的意願去，儘量讓

我們也活在他的世界中。

當然，有時臨終病人，也會說一些對我們的告誡，就

是老人們所說的回光返照。我們作為家屬，應該理智分析，

病人的狀態，情緒，以及他未完成的心願，我們要儘量為

他完成。當然，最重要的是，神既然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成為了親人，那麼我們就應該用內心的愛，神的愛，去愛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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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日程介紹—鞠艶華

本次赴台湾嘉義基督教醫院短宣的日程安排內容充實

緊張、隨學隨用、豐富多彩、恩典夠用…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

65 ：11）

下面具體分為五個方面介紹。

一 培訓與研修 ：院牧部邀請各方面的専家、護理長等

講課。內容包括病房探訪訓練、臨終病患癥兆及處置、従

基督信仰角度關心精神科病人、臨終病人關懷、心靈成長共

五次課程。

二 病房探訪與佈道：各科駐院病房探訪、病房佈道四次。

醫院大廳、眼科、兒科等門診佈道參次。並且為病人贈送

日本紀念品。 

參 見証 ：短宣隊分成 A、B 兩組。由朴牧師、呂傳道

分別帶領為各科室醫護人員、資訉室、經營管理組等傳福

音十次，內容包括贊美、牧師信息、隊員得救見證、贈送禮品。

四 共參加兩次禱告會 ：1 參加院牧部的禱告會。一起

為在日華人的福音事工禱告。朴牧師為嘉基的福音事工禱告。 

2 參加禮拜四的院工禮拜禱告會。

五 與醫院的家楽福、無印良品、爵士鼓參個團契的同

工分享日本社會、家庭、福音現況，一起為日本禱告。

  除此之外短宣隊每天早晨 7 點（日本時間 6 點）由朴

牧師帶領查經，大家一起同心禱告開始一天的宣教事工。

晚上朴牧師帶領大家，總結、匯報、分享一天的感動和不足，

呂傳道分配第二天的服事，練習賛美、準備第二天的禮物，

最後一起禱告結束一天的事工。

  回到寢室與同寢室的肢體分享或者一起為彼此禱告。

還有自己的靈修…每天都到深夜才休息。

  為了保証短宣隊員能夠有效地利用時間，院牧部的同

工除了歡迎會和一次去員工食堂購買午餐，其餘的都是預定

外買，大家在會議室用餐，所以所以一般都是早晨從宿舍出

発，晚上才回宿舍。

  院牧部的同工感慨地說 ：＂在日程的安排上擔心短宣

隊承擔不了，會太辛苦，可是短宣隊的戰鬥力好強啊！＂是的，

短宣隊是基督的精兵，每天與神同，如鷹展翅上騰，奔跑卻

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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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路上愛的浪花

—夜市隨筆

 鞠艷華

台湾嘉基短宣的第參天六月二十一日，伴隨着神的恩典

和祝福，一天充實、愉快的短宣事工結束之後，在院牧部同

工的引導下，短宣隊一行來到了文化路夜市，這是為期五天

短宣期間唯一的院外活動。台湾夜市因為各種美味小吃而聞

名，我們只有一个半小時的時間，因為晚上還需要進行一天

的總結、分享、禱告。感恩有這樣的機會，可以放鬆心情、

品嚐美食，大家一路歡喜快樂…

文化路夜市全長有幾百米，是嘉義市比較繁華、熱鬧

的地方。身臨其境各種誘人的香氣撲鼻，隨風飄逸…大家停

歩道旁的雞肉飯大排擋前（順便介紹嘉義市的雞肉飯有名氣，

去時不要錯過喔）突然一位女士暈倒了，可能是天氣太熱中

暑了。這裡的人們以摩托車為交通工具，形成了一道獨特的

風景線。這位女士也不例外，停下摩托車想買東西時暈倒的，

隊員們扶她坐下，用扇子为她降溫…同行的嘉基同工马上电

话請求救护車。牧師、傳道和几名隊員默默的禱告着，關切

的守望着…此時大家的胃也悄悄地抗議了，牧師有胃病，有

隊員建議牧師先去吃点东西，牧師坚定的回答 ：＂不，我等

等＂。直到嘉基的救护車赶到，把病人送往醫院，大家才放

心離开。

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 7 ：十 12）神的話是我

們腳前的燈，是我們路上的光。感謝神的話語和帶領，讓我

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彰顯祂的榮耀。時間有限，還要去聖

經書店，我們隨着先去的姐妹到了对面的永祥豆浆店，牧師

拿着參分之一的菜包子（因为需要等 15 分鐘所以大家先分享）

風趣幽默地説 ：＂台湾的包子沒有鞠姐妹做的好吃＂大家都

会心的笑了…

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

行為和誠實上。（約一書 3 ：18）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雖然

沒有更多的時間品嚐各種不同風味的小吃，但是效法耶穌基

督，活出基督的愛，大家心裏無比的甘甜。

短宣歸來的主日，教會的弟兄問我 ：台湾有很多好吃的

小吃吧？我竟一時無言以對…或許台湾的小吃只能小吃，所

以才有其名的吧？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一書 4 ：19）一切都是

神的恩典。感謝神賜給我們愛心！願藉着上帝的愛與恩典，

讓人與人之間更加充滿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願耶

穌的的愛激勵我們，让我們以基督的心为心，所到之处都活

出基督的榮美，并愛人如己、榮神益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 ：16）

文化路夜市飄來愛的香氣，使嘉義的夜晚特別的美麗

…



10 JCC2017-2018 台灣短宣白皮書

2017 年第一屆短宣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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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
陳玉

【林前 1:2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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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又使他成

爲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上所記 ：“誇口的，

當指著主誇口。”

繼著 3 年半前的泰國短宣，感謝主，再次賜給我這次

台湾短宣的機會。一開始，從短宣隊員的配搭上，神就叫我

再次認識到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泰國短宣時，我們面對的是泰北難民村的在校學生和

孤兒院那些天真無邪的孩子們。那時，我們短宣隊 3/4 的成

員未滿 30 歲。而這次台湾短宣，目的地是台湾嘉義基督教

醫院，短宣對象是醫生，護士，院內各部門的職工，以及不

同病區的各樣患者和陪伴的家屬。面對如此背景，神揀選

的 7 名短宣隊員姐妹中有 6人都年過半百。初次看到短宣名

單，心裏不禁擔憂……能行嗎？但是，到了嘉基，放下行裝，

在禱告之後，就開始贊美練習了。第二天，嘉基院牧部的小

光姐妹背著吉他，帶領我們進入病房、在走廊上合唱《God 

Bless You》。還未開口，眼睛就濕潤了！老姐妹們個個精神

抖擻，滿面春光，歌聲悠揚，催人淚下。神看重的難道是形

式？神喜悅的豈不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爲心的那顆心嗎？！神愛

的不正是這些放下工作，丟下家庭，擺上自己的大媽姐妹們

嗎？神在此刻開了我的眼。

進入病房，花白頭的姐妹們更容易接近病人，也更容

易被醫務人員接納。再次叫我明白，“白發為老年人的尊榮”（箴

20 ：29b）那時，再次爲自己的小信而慚愧，更爲神周全的

預備而感恩！

【林後 10:4-5】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

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

樣攔阻人認識　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

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在病房探訪和門診布道中，最感恩的是學會了如何不

氣不餒地向異教徒傳福音；實踐了 “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爲聖。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准備、以溫柔敬畏的

心回答各人”。我們遇到很多病人或家屬都會說 ：我

們也有信仰，我們家裏有祭壇，我們一直都……他

們不是一貫道，就是佛教徒，還有一位從印尼來的

伊斯蘭教徒。第一次遇到他們如此坦然明表自己所

謂的信仰時，真有點茫然不知所措了。但是，感謝

神垂聽禱告，感謝聖靈及時幫助。再次遇到那些借

用異教或傳統習俗來阻擋福音的時候，聖靈就賜下

回應的言語和基督憐憫的心，叫我才能用溫柔的話

語和對方交流，在溫和的氣氛中講明福音的救恩大

能和異教的要害。最後，有好幾位患者和家屬當場

心被聖靈感動，恍然大悟，爽快地做了決志禱告。

其中有兩位妻子，她們勇敢地在躺在病床上的丈夫

面前做決志了！這些都讓我再次經曆了神的信實，

祂真是垂聽禱告的神，是以馬內利的神。

在嘉基短宣中，神也叫我深深體驗了保羅 “欠

福音債” 的心境。在門診遇到一位年輕女子，她說自己從小

就上基督學校，讀過聖經，也會贊美。但是，一直沒有人問

她要不要信耶穌。無獨有偶，在中醫門診遇到一位在讀碩士

的女生，她也說自己從小上天主教學校，但她從來沒有想過

耶穌和自己有什麽關系，也沒有人問過她要不要信耶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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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女生最後都被聖靈感動，當場決志信主了。通過這 2 次

經曆，神再次提醒我不要看外表，不要想當然，要知道 “要

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當得時不時地傳講福音，不然，

我們真的是欠（福音）債而不還者，真的有禍了。

【約 4:35】你們豈不說 ‘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 嗎？

我告訴你們 ：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嘉義市是一個基督徒不到 0.3% 的未得之地。但在這 5

天短短的時間內，神卻讓我們看到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我們在病房向患者及家屬傳講福音中，看到人們內心的焦慮

和對真理的渴慕。雖然有人還在掙紮，沒有當場決志信主，

但是，堅信福音的種子已經灑向人們幹渴的心田。4 次病房

探訪，3 次門診傳道中有 24 位當場決志信主了。在門診看到

一位雙腳浮腫，獨自一人坐在門診長長的椅子上的婦女，那

時聖靈激勵我們靠近她，但是，她一直一言不發，後來才知

道她不能發聲！聖靈則提醒讓她點頭示意即可。結果她一直

微笑著聽我講福音，最後，她堅定地點頭信主了！至此，你

可能會想 ：人在病患中軟弱，當然容易信主了。但是，神又

借著一個特別的機會，再次讓我們看到莊稼已經熟了，可以

收割了。周參晚上，院牧部爲我們安排了 2 個半小時去參觀

夜市。來回乘坐出租車。去的時候，聖靈激勵我們幾個姐

妹迫不及待地向出租車司機傳福音。雖然，他們沒有決志，

但是，回程的出租車裏，聖靈更加激勵我們在 10 來分鍾的

路程中向司機傳福音。出人預料的是，他在抵達目的地嘉基

門口時，熱淚盈眶地決志信主了！隔天我們要離開嘉義的時

候，院牧部要預訂 2 輛出租車送我們到火車站。有心的小

光姐妹特地請來前天晚上剛剛決志的司機來送我們。車上，

才知道他從小父母離婚，父親多次結婚離婚，母親另嫁他

人 . 他是靠祖父母養大的。他冷冷地說 ：我沒有父母！聽著

他的訴說，我們心在流淚，同時，也在歡呼哈利路亞！突然

明白了我們的神真的愛他，他能決志信主，不是迫于我們的

“猛烈攻擊”，而是出于無所不知的神祂長闊高深的愛。因爲

神知道他的內心苦楚，知道他需要父愛，需要福音！我們僅

僅是被神使用的器皿，正是 ：【弗 3:20】神能照著運行在我

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司機先生決志之後我們高興的流淚、歡笑，合不上嘴。

短宣結束了，短宣隊員們彼此相愛的心更深了，傳福音

的負擔更重了。

“短宣生活才是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方式” 送別會上，嘉

基院牧部卓志錠牧師的這句話，深深地留在我心裏了。求主

幫助，天天是短宣，早晚撒種不歇息。

台湾短宣的經歷.—季福豪

　　我今天能來到台湾，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實話實説，

我不是一個很喜歡去醫院的人。在醫院，我見過太多的悲歡

離合，生離死別。在醫院，我眼睜睜地看著親人離世，外表

看似平靜，内心已是波濤洶湧。

　　父親也一直不算信主，也不算不信，很模棱兩可的感覺，

當然他做了決志禱告。過了不久我就來到日本，當時衹有一

個想法 ：我要以最短的時間考上大學院，然後回國陪他，哪

怕送他最後一程。好在，神垂聼了我的禱告。半年我經歷了

太多的苦難，也經歷了神。考上大學院以後，我回國了，然

而當我再一次見到他，内心卻是無比的複雜。他開始口齒不

清，也有些糊塗，有時候不知道我是誰。我有種很不好的預

感。不過説實話，我從小和他的關係就不是很好，但是自從

他生病之後，他變了，我也變了。他變得溫柔了，願意談心

了，然而這是他最後給我的。當時我就想，如果他糊里糊塗

地一直活著，我願意這樣一直照顧他一輩子。

　　然而，就連這種請求，都是奢望。我回國兩個星期之後，

父親病重，送到了醫院。我想請牧師爲他施洗，但是我的

母教會的牧師去了韓國。第二天，我父親開始重度昏迷。我

迫切地禱告，希望上帝能夠救贖他的靈魂。我找了我所有可

以聯絡的弟兄，找一位牧師爲他施洗。最後找到了東北神學

院的一位女牧師，她很愿意做這件事。

　　那天的場景，我終身難忘。那天天很藍，但是很冷，寒

冬臘月，我的故鄉堵車很嚴重。我的一位弟兄，從教會拿著

受洗的聖杯來醫院，牧師也來醫院，幾乎是同時到的，但是

我父親已經無法口裏告白。那位牧師說，救贖靈魂是上帝的

事，做不做是我的事，既然來了，就做好我的本職。受洗結

束的第二天，我父親回了天家。

　　所以，我們既然來到台湾，就做好我們的事。時至今日，

對於現在我們所在的教會，周圍有熱心的弟兄姊妹，有好的

大環境，讓我感到很幸福，很平安。然而，到了嘉基之後，

才知道那種幸福感，衹是表象。我習慣了那種溫室的感覺，

遠離了紛爭與攪擾，也給我造成了一種，我的信仰生活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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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假象。當我來到台湾宣教，發現很多小事都帶著攪擾，

這是一個集體，想要在集體中突出自己的工，其實很難。伴

隨著上帝的祝福，也有魔鬼的詭計在其中。在傳福音的過程

中，我受到了很多阻礙，比如方言不同，與傳福音對象信仰

衝突，甚至遇到軟弱的曾經的傳道人。

　　我努力地效仿著在福音有恩典的弟兄姊妹，然而同樣的

作工，還是不盡人意。直到第參天，我才結了一個果子。其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傳福音的最后一個對象，他是軟弱的

信徒，也是流浪漢。他給我們講了他在教會的遭遇，問我，

他該怎麽辦？我竟然無言以對，無論説什麽，都很難挽回他

的心。

　　記得在國内，一個弟兄和我分享過，神的愛是無止境的，

無論你是否軟弱，神的作工都不會停止。雖然，説到最後這

個人也沒有接受，但我仍相信，神有神的美意。祂的愛不

棄不離！

神奇妙的做工與恩典—賈玉靜

我的名字叫賈玉靜，是東京日暮里國際教會的一員。

感謝神賜下恩典。在朴牧師的帶領下，短宣隊的十一

個人順利地走出日本，來到了台湾嘉義基督教醫院，體驗五

天的短期宣教生活。

我想和弟兄姊妹們分享一下我們去短宣前後，短宣隊員

們遇到的各種各樣的攔阻試煉，和經歷神在我們當中奇妙的

做工與恩典！

第二個恩典是 ：短宣隊於 2017 年 6 月 9 日，順利地抵

達了嘉義基督教醫院，非常地感謝嘉基的院牧部的牧師和同

工們對短宣隊員們的熱情招待和真誠的服事。非常感恩，能

夠和台湾的弟兄姊妹們一起同工，一起敬拜贊美主，一起在

神的國度裏傳講神的話語。這真的讓我感覺到，在主裏我

們都是一家人。特別要感謝王曉光姐妹，在這五天當中，她

每天都在精心地為短宣隊員們準備一日參餐，而且還和隊員

們一起同工，服事醫院裏的病人們。

非常感恩，在接下來的四天裏，短宣隊員們的腳蹤走

遍了嘉基醫院的很多地方。我們每走到一個地方，首先為病

人們獻上詩歌，把祝福送給大家，然後我們分小組，各自進

入病房，探訪關愛，與病人及家屬們交談，為他們傳講神國

的福音，做靈魂得救的見證，帶病人及家屬做決志禱告，並

爲他們獻上感恩的祝福。感謝聖靈的帶領，運行在我們當中，

感謝耶穌基督與我們短宣隊同在。在這短短的四天中，有

20 人做決志禱告（其中有佛教徒）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他們

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謝主，預先在他們的裏面種下生

命的種子，讓我們來結果。願頌讚榮耀歸於主到永遠！

透過這次的短宣，讓我看到了台湾的這片土地需要福音，

台湾人民需要福音、靈魂需要得到拯救，在台湾 2/3 的人都

是信道教和佛教的，我們在和病人的交談中瞭解到，他們對

自己所信的宗教根本不理解，很多人都是爲了討家裏長輩的

喜悅，根本不是自己想要做的。特別讓我痛心的是，在這些

人當中的年輕人，他們的臉上所流露出來的那種無奈、愁苦、

不情願的表情……！

看哪，在這個世界上，不單單是台湾需要福音，有更多

的地方需要福音，需要宣教！正如卓牧師説的，短宣的生活，

才是基督徒應該有的生活樣式！願神的聖靈開啓每一位基督

徒的心眼，為宣教的事工做出貢獻！

【太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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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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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路一台湾短宣—鞠艷華

去年秋天台湾嘉義基督教醫院短宣隊來教會。他們贊美、

講道之後，我們邀請卓師母和姐妹們參加我們東瀛方舟小組

的分享，當時卓師母說 ：歡迎你們來台湾。

真的沒想到我能成爲短宣隊的一員。儘管我是何等的不

配、渺小、缺乏…正如下面的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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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前 1:27)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相信 神奇妙的預備，在每

個人身上都有美好的計劃。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

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們的門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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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20) 宣教是主

耶穌給我們留下的大使命，＂短宣隊的生活是基督徒的正常

生活＂。

感謝主！這次短宣，神的預備精彩豐富，緊張有序，福

杯滿溢，豐盛的恩典超過我們所求所想，屬靈生命每天不斷

的成長，每天的生命都得到了更新。每天早晨 7 點從牧師帶

領的查經禱告開始，各種培訓、病房探訪訓練、從基督教信

仰角度關心精神科病人、臨終病人關懷與陪伴…生命需要生

命的陪伴，希望把學習到的，以後可以運用於服事當中、幫

助需要的族群和弟兄姐妹，並成爲他們的祝福。

我們分成小組在院牧部傳道的帶領下為醫護人員唱讚美

詩，發福音單張、日本禮品、作自己得救信主的見証。在我

的兩次見証中，一次是為婦産科醫生和専師 16 位之中只有 2

位基督徒，另外一次見証産房護理師 14 位全部是非基督徒，

父神 : 求祢憐憫揀選這些白衣天使，讓她們也成爲拯救人類

靈魂的天使。

我們現學現用每天都進行病房探訪，急診、門診佈道，

為兒科病房的孩子送去自己折疊的千紙鶴。許多患者及家屬

自發的為我們的讚美拍手、攝影、發朋友圈…聆聽病人的心

聲和他們的憂愁，送去上帝的祝福，多麼美好的服事，能夠

把上帝的愛傳遞給需要的人我樂不此疲。感謝 神使用我們這

些不配的器皿，有的病人告訴我們，聽到【雲上太陽 】心情

開朗多了。探訪時和病人及家人分享自己的得救見證，數算 

神的恩典，帶領病人及家屬做決志禱告。感謝 神的恩典和

揀選，我們 3人小組，第二天上午就帶領 5 位病人及家屬做

了決志禱告，其中一位侯姐妹的母親和家人是信佛教的，一

切榮耀歸於 神。莊稼熟了…【於是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稼多，

作工的人少。 】 ( 太 9:37) 嘉基是個大禾場，院牧部的牧師和

傳道們在辛勤的撒種、耕耘…

願年輕的弟兄姐妹 : 能用上帝賜給你們青春的活力，來

參加跨文化，跨民族的宣教，把上帝的愛傳遞出去，下次的

短宣隊裡會有你嗎？【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 】（可 12 ：30）

上帝的慈愛長闊高深—林尚宏

感謝主的憐憫和恩典，感謝教會牧師和弟兄姊妹們的

代禱和支持，讓我有機會參加短宣隊，在短宣中更認識神、

經歷神、分享福音好消息，也讓我們透過培訓課程裝備自己，

成爲生活中、服事中的幫助。

先分享一下，我出發前兩週，騎車摔倒，大腳趾邊骨折，

腫了起來。我真的不知道是否能去，各種聲音進來 “這次別

去了，以後還有機會等……” 自己也軟弱起來，我也向神禱告：

求主開道路，賜下憐憫醫治。感謝垂聼禱告的主，紀念弟

兄姊妹禁食禱告的擺上，腳很快地消腫，好起來。就像聖經

【林後 12:9】他對我説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爲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是第一次參加短期宣教活動，在短宣前每週六有培

訓課程，還參加了《把握時機》的課程，我們到達嘉義基督

教醫院，弟兄姊妹們熱情的款待，就像回到家裏一樣親切。

第二天早上 7 點，牧師帶領我們靈修神的話語，為今天

的培訓和病房探訪同心禱告。我們穿上醫院專門佈道的服裝，

上面寫著 “耶穌愛你”，就好像穿上耶和華軍隊的軍裝一樣，

耶和華是我們的元帥，他爲我們徵戰，不是我們能做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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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神的話語和神的愛，聖靈親自感動。我們這天是先培

訓 “如何病房探訪實務基礎技巧及注意事項”，對我們幫助

很大，使我們知道如何與病人溝通交流，我們是 2 ～ 3人一組，

感謝主！我和一位也是第一次參加短宣的姐妹，由牧師帶領，

給病人傳講耶穌的救恩時，聖靈感動，陪伴的家人決志信主，

哈利路亞！

第參天，我們學習了對臨終病人的關懷，這也是我們

人生必走之路。陪伴病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是一種奧妙

的同行，能感受到關愛、真誠、理解在兩人之間的回蕩，也

讓病人感到自己是被愛的、被關懷的、被祝福的。我們也學

到了做好 “四道人生”。

我們到各科室，為醫護人員分享我們的蒙恩見證，並

到病房探訪佈道，感謝神帶領我們，跟病人的溝通，也漸

漸不會緊張。在兒科病房，有一個孩子腹痛，沒有查明原因。

父親是台湾人，母親是大陸人，心裏沒有平安，又沒辦法代

替孩子的痛苦。在我們的分享中，才認識有一位創始世界的

主，他的獨生子耶穌，爲了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赦免

我們的罪，使我們成爲他的兒女。 【賽 53:5】 因他受的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孩子的父母都決

志信主，讓我們看見神揀選的大能，也親身感受到我們的神，

是滿有憐憫、滿有慈愛的神，他的慈愛長闊高遠。

因爲我經歷過病痛苦難，當我們向和自己有一樣經歷

的人傳福音時，深有同感，也能夠給對方更適合的安慰。同

時也讓我學習到 ：這次宣教是生命的翻轉，成爲別人祝福的

管道，讓上帝照亮我們的生命，更清楚地看見神在我們生命

中的美好計劃，讓上帝引導我們的腳步，勇敢與神同行。

台湾短宣之感想.—呂霏 

在大家的禱告之中，主的保守中，我們結束了為期 5 天

的台湾嘉義基督教醫院短宣。這次一共有十一個弟兄姊妹參

加，每個人都得到了豐盛的恩典，也感謝主使用我們。

這次短宣從一開始就不平凡，歷經了重重阻攔。一開

始是 3 個弟兄姊妹因為護照過期，根本拿不到入台許可。之

後一位姊妹被醫生半強迫的拔牙，導致牙齦大出血，縫了好

多針。一位姊妹右腳腳趾骨裂，可是還是渴慕去傳福音，到

了嘉義經歷了主奇蹟般的医治。一位姊妹鄰近出發，身體突

然虛脫，一邊吃藥一邊堅持。一次一次仇敵的攻擊沒有嚇倒

我們，我們以禱告征戰，也拜託教會和身邊的人為我們禱告。

最後一個入台許可是在 5/16，週五（最後一個工作日，19 日

出發。）的 17:54，距離絕望 6 分鐘前，拿到的。感謝主，到

出發的時候一個都不少。

正好牧師主日講道講到，草原的獅子與動物園的獅子

的例子。兩個獅子，表面雖然一樣裡面的生命卻完全不同。

我就像動物園的獅子，裡面的生命多了份正常，少了份野性。

被這個世界所馴服，表面上蠻有禮節，不給別人添麻煩。卻

忘記了，神喜悅的是什麼。

到達的第二天，我早上起來靈修。主借著列王記 19:9 

問我，“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當時一愣，我為什麼在這裡？

答案不是很明顯嗎，為了傳福音我來到嘉義啊！主為甚這麼

問，也不明白什麼意思。接下來我們接受培訓，之後就去病

房傳福音了。我和兩個第一次傳福音的弟兄姊妹一組，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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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鍊他們，更多的時候我讓他們向病人傳福音。可是一天下

來，沒有人作決志禱告，最後半推半就的拉著一個男生做了

決志禱告。之後的一天，我努力的作出調整。我比較習慣用

4 個屬靈原則去傳福音，開始嘗試著用我習慣的方式來傳福

音，可是收穫還是不大。我知道撒種和收割同樣是為主做工，

福音只要傳出去就好，其實這不是最困擾我的。對我最大的

困擾是我的心裏不是很舒服，沒有之前傳福的感動於迫切，

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感覺怪怪的，有些東西不能釋懷。

這次不是我第一次參加短宣，在之前的母教會幾乎每

年都會參加一次短宣。因為人數比較多，每次教會會派出好

幾個短宣隊，在日本的各地向日本人傳福音。因為有很多短

宣隊參加，所以數字統計就是在所難免的。比如 ：向多少人

傳福音，決志禱告多少人等。這些數字慢慢的成為了我的評

價，慢慢的我好像在為這些數字傳福音。再加上是用日語，

日語是我的第二語言，傳福音對於我好像變成了一種形式，

一個任務，而不再需要用心。

可是這次台湾短宣不太一樣，這次沒有人要求數字完全

需要自覺。不是我一個人完成任務，還需要幫助別人，不再

是日語變成了中文。習慣了用日語不走心的傳福音的我，用

中傳福音反而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因為向別人傳福音的時候，

我能更清晰的感覺到自己不用心。當然，對方也能感覺得到。

突然，我想到了剛到嘉義時主對我的提問 “你為什麼在這

裡？” 我當時覺得答案是非常明顯的，現在我好像有點知道

是什麼意思了。

我的傳福音變成了一種形式，變成了用一些技巧完成的

工作，變成了傳道人的任務。少了最關鍵的 “心”。【約 4:24】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不是為了目

標，不是為了評價，也不再是應該做的事情。而是以一個愛

主的心，愛靈魂的心去傳福音。正是主看到了我沒有用心，

所以主問我為什麼在這裏？感謝主，讓我能再一次的悔改歸

正。

這次也非常感謝嘉義基督教醫院 - 院牧部的愛心接待。

他們有自己平常的服事，在這之上還要接待我們。可是他們

都樂在其中，每一件事都流落出來他們的用心與愛心。也讓

我對自己的服事有了一個反省。

感謝主帶給這次恩典的短宣，這樣一個不足的人主也

揀選，管教，使用，真的感謝主。也再次讓我意識到，我

願意成為主的見證人，為主做見證。我願謙卑順服只願主隨

己意差遣。

成為基督的精兵.—王翠香

特別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我能夠參加去台湾短期宣教，

讓我經歷了上帝豐豐富富的恩典，讓我經歷了上帝的愛，他

的愛真是長闊高深，真是偉大奇妙。

院牧部樓下合影（王翠香姊妹 左一）

【約 1:18】從來沒有人看見神，衹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

將他表明出來。

他們將耶穌的生命彰顯出來了，感謝主。同工給我們講

解怎樣對待各種不同的患者，讓我們從基督信仰角度關心精

神科病人，要有同理心，關懷臨終病人，四道人生 ：道謝、

道愛、道歉、道別。當我們進入病房傳福音，有的人很願意

接受我們和他交談，爲他祝福禱告 ；也有不願意的，無論得

時不得時，總要專心。我們和他們交談，感到他們的心是那

麽的柔軟，我們問他願意信耶穌嗎，他説願意，就做了決志

禱告。當時感動得姐妹都在流淚，這是感恩的淚、喜樂的淚，

天上人間都歡樂，還有護理工一同信耶穌，做了決志禱告，

感謝主。

最讓我感動的是，一個孩子四歲得了腦癱，一直躺在

床上，現在已經有十二歲了，他的媽媽在身邊照顧。孩子的

爸爸是癌症晚期，這對父母都是基督徒。媽媽的朋友來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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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她不要倒下，我們就和她的朋友做交談，朋友當天信耶

穌做了決志禱告，感謝主，孩子的媽媽很高興。耶穌與他們

同在，得到了安慰，他們帶著灰心、絕望來，信耶穌帶著平

安、喜樂回去。

感謝主，在這次短宣中讓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今後需要

更加努力地裝備自己，成爲基督的精兵！

感想.—王潔

　　 感 謝 主 保 守 短 宣 隊， 讓 我 們 每 一 個 去 參 加 的 人 都　　

滿載而歸。　

　　到了台湾的每一天都是恩典和得著。病房傳福音給了

我很大的衝擊，我看到了很多病人的痛苦，以及家人的辛苦，

那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在旁邊陪伴照顧的家屬，精疲力盡

的感覺，我的心很難過，我彷佛聽到了他們內心的吶喊聲，

誰能來幫助我們，我心裏很難受，我知道這不是出於我的，

那是出於神的憐憫，因爲我不是一個有愛的人，在信主前

我是一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人，喝醉酒躺在人行道中間

的人，我看都不看直接跨過，信主之後我也覺得我不夠有愛。

第二天我們去探訪兒科病房，第二個病房裏有一個孩紙和

媽媽，我們問他們住在醫院附近嗎？他們說不是，我説那

你們怎麽來這麽遠的地方呢？孩子的母親告訴我們，孩子

從很小就一直在這個醫院看病，我目測孩子大概有 10 幾歲

了，他説話很吃力，但是儅我們跟他說，上帝愛你，我們

愛你的時候，他毫不猶豫的和我們說，我也愛你們，感謝

神，他們母子當天做了決志禱告。出了病房我坐在走廊的

凳子上，我的內心說不出的滋味，耳邊一直在回蕩孩子那句，

我也愛你們，儅王潔弟兄與兩位姊妹在台北車站

在嘉義基督教醫院傳福音的過程中我遇見了許多被捆綁的

靈魂，他們大多數的人都是拜拜（拜佛，拜廟，以及其他

可以拜的），還有道教。在病房宣教的時候我們組碰到一位

大姐，我們問他信仰的時候，她説是拜拜，但是她有去過

教會，可是因爲家裏是拜拜，所以她就一直是拜拜，但是

現在母親不在了，我們跟她聊了很多，她說她懂，我們說

那就回到主裏吧，她就接受，並跟我們做了決志禱告。在

大廳傳福音的時候碰到一位姐姐，陪婆婆來看病，我們跟

她傳福音的時候她時不時的回頭看看婆婆，信仰跟婆婆家，

她對基督教很有好感，在台湾嘉義基督教醫院的短宣當中

神也讓を我看到了年輕人應該有的活力，從我們第一天到

一直到走，都有小光姊妹在爲我們忙前忙後，院牧部的每

一個弟兄姊妹都是那麽的年輕，那麽的喜樂與侍奉主，他

們拿起吉他為我們伴奏，院牧部的弟兄姊妹會去給醫院的

員工傳福音並關懷，哪怕他們只有 10 到 15 分鐘的時間，

分分秒秒都不浪費，都在為神做事，那我呢？我真的是沒

有時間嗎？我真的是很忙嗎？真的到 5 到 15 分鐘的時間都

沒有嗎？我不禁為自己的靈命更多的懺悔，我在出發前靈

修的過程中，想要回應神的對我的愛，要更多的裝備自己，

可是儅看到年輕的弟兄姊妹之後再回想自己的一切行爲，

我只能用兩個字，敷衍，我看到我的不足是多麽的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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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裝備有多麽的不夠，我是多麽的空。

　　記得靈修時神讓我看到的話語，哥林多後書 4:16 所以

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4: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

耀。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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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牧師跟我們說，短宣最大的好處就是，神與我們

同在。我是空空的去的，因為我沒經歷過，所以對於短宣

是個未知，但是感謝神，在這 5 天當中滿滿的灌滿了我，

讓我知道什麼叫做短宣，什麼叫做福音是萬國萬族的。本

以爲我是為神去做事了，可受益的竟然是我自己。

台湾短宣個人感恩見證.—張嘉

我叫張嘉，來自日本，在日本的老人院服司了一年多，

當聽到去嘉慕基督教醫院的短宣有探訪病人、臨終關懷等

方面的學習大有感動，但是，担心自己各方面的不配，例

如年齡大了，請假問題、短宣是神聖的服司我配嗎？想法

接踵而來，禱告禱告請大家一起為我禱告！地里的庄稼熟

了，收割的工人少 ...... 主的恩典夠我用的話語給了我信心，

在大家的支持下終於踏上了去台湾短宣的路程。

在台湾嘉基基督教醫院里，每天有安排我們學習相關

知識，然後探訪病房。在探訪病房中，感謝主！使我深受

感動的是聖靈在我們与病人中間動工，病人已經很累了，但，

還是耐心地留給我們時間，聽我們各自自我介紹，雙方互

作交流、在有限的 2-3 分內作個人見証，為病人或者家屬做

祝福禱告！病人或者家屬有感動願意信耶穌基督為救主的，

就為他們的靈魂得救而作決志禱告！有個人決志的，也有

家庭參口人一起決志的例如在 6 月 21 日住在 8B16-1 病房張

祥恩孩子一家參口，感謝主！是主在做那奇妙的工，我們

這樣卑微的人能被神所使用是幸福的，看到一個個渴慕需

求的靈魂，只有我們的主才能給予他們靈魂上飢渴和飽足，

聖經約翰福音 14 章第 6 節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感謝主！認識主耶穌使我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方向，有

了永生的盼望，通過這次短宣的經歷使我看到主需要我們

傳福音使命的緊迫感，為主傳道、宣教的使命感，感謝主！

謝謝主的帶領！求主在我的職場上使用我、訓導我，做討

神喜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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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二屆短宣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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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月台湾短宣簡介.—陳玉

感謝主的恩典  ，感謝各位家人的默默代禱和奉獻支持！ JCC 第二次聯合台湾短宣圓滿帰來。來自 4 家教會的 9 名短

宣隊員，於 3/19 ～ 3/24，在台湾嘉義基督教醫院，向員工和病人及家屬們見證主耶穌，傳講神的救恩，呼籲人們認罪悔改，

歸向耶穌。

5 天內接觸了 13 個單位的醫務人員和行政員工及幼兒園小朋友，有 68 人以上敞開心門，接受主耶穌做自己生命的救

主 ；5 次進入病房，及大廳佈道，接觸了近百名病人和家屬，有 64 人決志信耶穌。

短宣隊員們還在嘉基督接受了《臨終安寧病人關懷》、《精神科病人關懷》等培訓課程。還有 6 次與院牧部及小組肢

體們的美好團契。

短宣中，隊員們深深經曆了神的同在和聖靈的大能，看到 “莊稼已經發白了，可以收割了” 也看到了神蹟奇事，飽嘗了 “那

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的甘甜。

感謝神使用我們、賜給我們實踐信仰、與祂同行的機會 ；感謝神讓我們觀看祂的奇妙作為！感謝嘉基院牧部的接待

和溫馨備至的關愛！願神使用這次短宣、大大地祝福台湾，激勵更多的日本肢體、跨上宣教之旅！

左上 ：一行九人剛到達台湾

左下 ：第一天領好裝備，準備開工

右上 ：嘉基醫院院牧部為我們接風洗塵 

右下 ：第一天晚上的預備、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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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及決志記錄
藍色 ：對員工 紫色 ：對病人 深紅色 ：課程

綠色 ：參與員工聚會   大紅色 ：決志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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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基醫院院牧部精心準備的人手一份培訓資料和 “志工” 名牌

本次接觸單位
感謝主！這次有機會向多個科室和單位進行分享見證，其

中包括 ：

隊員的分享見證（按行程排序）
兒童病房.—周恩群

【約伯記 37:5】 神發出奇妙的雷聲，他行大事，我們不

能測透。我們在台湾短宣中第個集體傳福音的病房就是兒

童病房，這也是我第一次面對面向陌生人傳福音。所以整

個傳福音的過程我都格外緊張，以至於我沒有想到這些孩

子小小年紀就承擔如此多的病痛，是多麽讓人惋惜與心疼。

感謝主！主知道我的軟弱，所以最早分組時我被安排

和那時候還是傳道的呂牧師同一組。在病房外再次禱告後，

我們進入了第一間病房，裏面住著一個 7 歲左右的男孩和

一個 2 歲多的女孩。我在傳福音方面完全是個新手，甚至

不知道兩人搭配傳福音是指一個人分享，另一個人在旁邊

禱告。所以當我看到經驗豐富、勇敢無懼地向男孩和他的

媽媽搭話的呂牧師，我也不知道從哪裏來的勇氣和熱心（當

然是從神而來），就跑去跟小女孩和她的家人聊天。想著先

和她的奶奶、爸爸建立關系，我就向他們問了小女孩的名

字呀，病情恢覆得如何，孩子的感覺怎麽樣，他們晚上休

息如何等等。隨著聊天深入，我的心情也一點點放松，並

且試圖將話題往信仰上引。神奇的是，奶奶之前有聽過福音，

也不排斥，對於在台湾盛行的媽祖信仰她也沒有那麽感冒。

當我開始分享我的得救見證時，呂牧師那邊的談話也

結束了，他的加入使福音的信息增強，並且很快他就對奶

奶和爸爸進行了呼召，問他們是否願意決志信主。我當時

的第一反應是 ：這也太快了！他們能接受嗎？感謝主！雖

然我很小信，但祂奇妙的大功我無法測度！奶奶、甚至連

在一邊忙活、都不怎麽參與談話的爸爸竟然都表示願意做

決志禱告！還來不及等我消化，呂牧師又交了個重任給我，

讓我帶領他們做禱告。主啊，在那之前我從未帶人做過決

志禱告啊！雖然我又開始緊張、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帶人決

志，但有一個強烈的聲音告訴我此刻不能推脫。當我一邊

回憶四福音的信息，一邊向神尋求幫助時，決志的禱告自

然而然從我嘴裏流出，而奶奶和爸爸沒有錯過任何一句話，

至始至終一起跟我禱告著。當我們走出病房時，我內心裏

只剩下滿心的感謝和讚美，神的大能實在太超過我所思所

想了！

反思整個過程大概持續了 20 多分鐘，為了便於和坐

在小凳子上、抱著小女孩的奶奶直視，我全程都是蹲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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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竟然一點都沒覺得腿麻！神也真是憐憫我的軟弱，讓

我第一次傳福音時就嘗到靈魂得救的喜樂，使我在接下來

的短宣過程中格外有力量和勇氣。

而我後來聽到另一組姐妹的分享，她們遇見了一個才

一歲多就患腦癌的孩子，第二天他媽媽就要帶他轉院到台

北去了。孩子才這麽小就陷入如此嚴重的病痛中，媽媽萬

分心痛，也很軟弱。當她聽到福音時，她如在荒漠中忍受

饑渴的人渴慕甘霖一般，馬上就接受了主耶穌為救主，並

且表示今後要殷勤為兒子禱告。聽到她們的分享，我心裏

原來暗暗潛伏的人的自得馬上消失了。一方面，我更深認

識到神有主權帶領、使用每個基督徒去做祂所定下的善事 ；

另一方面，我也為祂在每個人身上的帶領感到敬畏，雖然

我無法理解為什麽這麽小的孩子就要遭受病痛的侵擾，但

神有祂的主權和祂的美意，遠超過人所能測透。

願神保守所有在病痛中的孩子、大人，願祂的榮耀能

在每個人身上彰顯！阿們！

出院準備組.—劉洋

我和組員一起去看望那些正準備出院的患者，給他們

傳福音，有些人是需要回家靜養，也有的人是面對著轉院

繼續治療。

走過了幾個病房，有很多人面對著生命的絕望願意信

主，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家裏人信仰的關系有很多的顧慮。

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在醫院的走廊裏碰到個 16 歲左右的孩子，

身體裏插個管子，下面有個血瓶，看到這個孩子的時候我

心真的很疼。以前我認為我們有個健康的身體都是理所當

然的，那一刻才知道向上帝感恩。我們去上前為他傳福音，

最後他做了決志禱告，感謝主！

參加完出院準備組下午我就開始感冒發燒了，當我成

為一個病人的時候才知道那些病人的心情和需要，願神祝

福嘉義醫院成為多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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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加護病房.—鄭瑞威

感謝教會給我這次分享短宣見證的機會，在這次的台

湾短宣裏，我受益良多恩典滿滿，尤其是我負責分享見證

的 SICU 裏，讓我飛躍般地成長。

SICU 重癥監護室，台湾譯作加護病房，是醫院內為需

要高度密集醫療照料的重病傷患所特設的病房。那天一早

我就要去那邊向醫務人員分享見證，去前我一直為我的見

證禱告。希望對他們有所幫助。我，呂牧師隨醫院的宣教

士去到現場，那邊能看到醫務人員們一早就很忙，可以看

到幾位重病的病人身上插滿管子，床邊伴隨各種儀器。看

到他們我會有點難受。讓我驚訝的地方是醫務人員的年齡

都和我相仿，他們那麽年輕就在這種高壓力，要經常面對

死亡的地方工作。我很佩服他們。所以我的意志更加堅定，

希望他們能認識主耶穌作為他們的幫助者去面對這些壓力。

組長好不容易聚集大家來聽我分享見證。大概有 8 人

左右其中有些人能看出來他們有點焦慮。手頭還有一些事

情要忙。可是我卻沒受影響當時的我很平靜很平安，我很

認真的向他們分享見證。我的見證剛好涉及到關於生命的

主題，人生短暫，我們不可能預測意外。你需要能拯救你

們生命的救主主耶穌基督之類的話題。可能對他們產生了

共鳴。當我問是否願意決志讓耶穌基督成為他們的救主時，

大家都紛紛舉手了。感謝主。雖然有一兩位猶豫不決，可

是最後他們都舉手了，太感謝了！那天也是我人生第一次

和大家做決志禱告，當時我完全沒準備，我卻能完整的說

出了決志禱告的禱文。最後讓呂牧師為大家做祝福禱告我

們就隨即離開了。離開的途中我還沒緩過來，他們真的都

決志了。

宣教士和呂牧師都稱讚我表現得很好，我說這都是上

帝的恩典啊。這之前我還是個很不自信自卑的人 , 在這短宣

過程裏和通過弟兄姐妹的口，上帝讓我知道多麽卑微的人

都有拯救靈魂的能力，上帝很愛我。願意使用我。一切榮

耀都歸給主。我希望接下來的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屬靈裝備，

為主獻上，讓自己成為更好的器皿，成為別人的祝福。

呼吸照護病房.—王虎

我第一次進到醫護人員的辦公室，感到新奇。等候大

概十分鐘之後，終於見到下班後的呼吸照護病房的工作人

員。他們看起來都很疲憊，感覺像是幾天幾夜沒有睡覺。

然而她們還是答應與我們有一個簡短的交流。首先將一些

從日本帶過去的小禮物送給她們，接著開始自我介紹，做

了一個小遊戲，這樣算是相識了。

接著是見證的環節，她們很耐心的聽完我們的見證，

接著我就鼓勵他們進行決志禱告。出乎意料，四個人中有

三個人願意，其中一個表現出很大的興趣。

天哪，我在想，我們做了什麽，我們根本什麽也沒有

做啊，為甚麽她們就願意呢？最後我知道，這是神的做工，

跟我們真的是沒有關系。神只不過想要賜下恩典給我們，

從而使我們再一次體會到神的能力。“神說 ：“要有光”，就

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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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大廳麻醉咨詢室.—陳玉

【提後 4:2a】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

短宣進入最後一天，上午我們來到 D 棟樓大廳。這裏

有看門診的，有準備出院的…我們在大廳中間站成一排，

小光傳道幫我們電子琴伴奏，我們合唱《雲上的太陽》，並

又用閩南語合唱《有人在為你禱告》。讚美之後，大家就倆

倆走到大廳裡的人跟前，向他們傳福音。

那天大廳裡的人實在是太少了。當我們正感到失望的

時候，突然發現，在大廳左邊有一個房間，坐滿了人。一

看是麻醉科諮詢室，裡邊坐著八個人在排隊。隊員們激動

地趕忙進去，親切地說 ：“各位好！我們是從日本來的華人，

向大家報喜訊，傳佳音的。

這是從日本帶給大家的禮物……請應許我們為您們唱

支歌，《有人在為你禱告》” 感謝主，等候咨詢的人都專心

的聽。

歌聲一落，聖靈就

感 動 我 們 說 ：“ 您 們 知

道耶穌嗎？您想過為什

麼我們會生老病死呢？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

缺了神的榮耀。而罪的

工價乃是死…但是，神

愛世人，差遣他的獨生

子耶穌，為我們這些罪

人釘死在十字架上。他

的寶血，使我們罪得赦

免，和上帝和好。 使信

他的人，不至滅 亡，反

得永生…你願意相信耶

穌嗎？你願意接受耶穌

作你你生命的救主嗎？

願意的話我們一起閉目

做個禱告吧” 不料，這八

個人全都舉手了，並且

還認真的跟著一句句的

做了決志禱告。其中有

一位是拜馬祖的，還有

一位是信佛的，居然全

都接受耶穌進入自己的

心田了！剎那間， 神的

榮光充滿了這個小小的

諮詢室。感謝主！ 哈利

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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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台湾短隊隊員名單

2018 年短宣名單和教會

東京日暮里國際教會
呂霏

王虎

鄭瑞威

陳垠丞

陳玉

劉洋

周恩群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張嘉

改革派國際基督長老教會（舊稱 ：基督教國際福音教
團） 市川分教會

郁海靈

2017 年短宣名單和教會

東京日暮里國際教會
朴樹民

呂霏

季福豪

王潔

鞠艷華

賈玉靜

陳玉

武桐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林尚宏

張嘉

靜岡日本基督教團
王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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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的感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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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的感恩分享（排列不分先後）

難忘的經歷.—鄭瑞威

在台湾短宣裏雖然時間很短卻過得很充實很喜樂，當

時的經過都已銘心刻骨。

台湾的弟兄姐妹們都待我如家人一樣，很感謝他們為

我們準備的住處和食物，各種台湾經典食物每天都不重樣

又好吃。參加了他們的英文查經版，很開心很有趣。還有

品嘗了台湾夜市的各種美食。

見識到他們主日學的孩子是多麽的活潑可愛。

看見他們的送別會是多麽的有人情味。

就連回去的路程到飛機場都是滿滿高興的回憶。

還經歷了趕鬼讓信心增加。

雖然我們之間可能還是會有一些矛盾在，可是在神的

愛無難事是無法解決的。大家都互相包容謙讓，我能看見

神的愛在我們中間運行著。

當然也有些地方不順利，姐妹病倒了無法參加侍奉，

姐妹懷孕的不適等等。但是我相信都有神的美意，讓我們

能變得更好。

希望上帝繼續的看顧嘉義醫院，讓福音傳給更多當地

人，斬斷拜偶像的惡習，認清真主是誰。希望自己也能多

多得為他們禱告！

有驚無險的征程.—劉洋

去台湾嘉義醫院的短宣路上一路走來有驚無險，弟兄

的護照問題和我的簽證問題，重重攔阻。但是我們的神是

做事的神，感謝主這一切都順利解決了！

到了嘉義醫院，院牧部對我們熱情接待讓我感受到那

份來自上帝的愛。通過對病人的護理學習和培訓讓我學習

到如何去關心病人，在生活裏如何去關愛病人給了我很大

的幫助。

雖然在第三天的時候我被傳染了 A 流感接下來的日程

沒能繼續參加，在我生病的那幾天裏，得到弟兄姐妹們照

顧。我也體會到病人的心情，更能理解病人的需要和幫助了。

我心裏一直很自責，我來了沒做什麽還給我的弟兄姐妹們

添麻煩了。但是神通過這次的短宣讓我學到盡力做自己能

做的，將結果交給神，神會做他要做的。這次短宣讓我學

會了交托，也讓我更深的經歷他。

超出意外的賞賜.—郁海靈

來日兩年左右的時間裏，由於語言不通的緣故，加上

住得偏僻離教會特別遠，我的信仰狀態已經是不溫不火，

但神感謝神的憐憫，祂借一位姐妹的邀請，使我有機會參

與這次的短宣。

向神而行，不顧左右—王虎

這是一趟不平坦的旅程，也是認識神，感受到神的旅

程。成軍出發之前，挑戰就已經開始。因著各種各樣的問題，

一些兄弟姐妹沒有如願踏上前往台湾的征途。經費的不充

足，隊員也有一些心理起伏，就連登飛機前，也出現了忘

記護照的問題，雖然問題很多，但最後都一一克服。這些

問題，有的意料之中，有的出乎意料，然而神都賜下恩典，

幫助我們。帶著眾多兄弟姐妹的寄望，登上了前往台湾的

飛機。

到達之後也是問題不斷，有隊員患傳染性感冒，無法

按照原定計劃參加活動。傳福音的過程中對隊員們也是很

有考驗。雖然大家都信心滿滿，但是剛開始做的時候，卻

發現很多事情出乎意料，沒有考慮在內。真的是有些灰心了。

神的做工是奇妙的，就是在你徹底否定自己之後，神

才出手相助。當我的驕傲被打破，低下頭，充滿感恩去做

的時候，神的幫助就來了。經歷了開始的挫敗之後，接下

來的活動都出乎意料的順利，而且聽到福音而決志的人也

越來越多。真的是莊稼熟了，只待收割的大好景象。

然而我知道，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神的恩典，神賜

下恩典給我，使用我去收割。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驕傲，然而神就是借著這樣試

煉與困難讓我們打碎自己，重新建構聖潔的，屬神的新我。

向神而行，不顧左右。

一切頌讚，榮耀都歸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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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參加短宣後，我查出懷孕了，當時真的軟弱了，

但那時卻得到了丈夫的支持，於是我帶著僅有的一點信心

和勇氣出發。而正是這一點的信心，神幫我克服孕吐反應，

平安順利地來到了台湾。

一到台湾，那裏的同工就來迎接我們，我們在一家基

督教醫院安頓了下來，並開始接受一些專業的培訓和服侍

上的指導。使膽怯沒有口才的我開始思考如何跟人傳福音。

在第一天的服侍中， 我被同工那股傳福音的火熱感染，

加上每個人的專心作工，本想只要不拖後腿的我那時卻想

為著福音的緣故，應該要有所突破。後來我也開始盡可能

地開口，盡可能地去尋找更多可以服侍的地方。每天半夜

因為餓醒的緣故，半夜起床去補充營養的同時，就為那些

白天聽了福音的人禱告。

我想說任何一個團隊不是裝備齊全的團隊，但只要順

服神的帶領，神就會補足那不足的部分，而我們能做的就

是專心為主傳福音，並擺上我們的禱告。

離開醫院的那一天，心裏有很多感觸，不是舍不得分開，

而是那些印在腦子裏的畫面十足珍貴，願神紀念。也願我

們每個基督徒都心存感恩，不管到哪裏，都記得給神留一

個位置，讓福音在我們身上流傳出去。

十架恩典.—周恩群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所有榮耀歸於三位一體、自有永有的神！

在來日本之前，我萬分沒有想到自己會這麽快有機會

參與到短宣中，而且有如此多的得著。我是 17 年 9 月底來

到日本，2 月開始接受培訓，3 月 19 日踏上了去台湾的短

宣旅程。短宣雖然才五天時間，但若不是神的幫助，我知

道我不可能可以堅持下來。去台湾的時候正值流感高發季

節，九人的隊伍中有一位孕婦，有一位中途被感染，雖然

我晚上因為各種原因休息不足，但感謝神，白天一直元氣

滿滿，預定的服侍行程都未缺席。

在這次短宣中有幾點讓我感觸很深 ：

他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可勝數。（伯 9:10）

第一，不能用我有限的信心去度量神無限的大能。我

們這次短宣傳福音的對象不僅是病人和他們的家屬，還有

醫院的醫護人員。短宣進行到第三天的時候，有一組同工

向一個科室的醫護人員作見證，然後呼召他們願意是否來

認識這位主、跟隨祂時，竟然所有人都表示願意！聽到這

個分享時，我內心裏是將信將疑的，是不是大家礙於我們

大老遠從日本來，不好意思駁我們的面子，所以勉強跟著

做決志禱告呢？這個小信的疑問在我心裏才持續了一天多，

我就親身見證了神所行的奇事！我們組的同工帶另一個科

室做決志禱告時，所有人都願意把手放在他們心上，一句

句很認真地跟著禱告。如果這還不算，我最後也有向一個

有名的 “硬茬” 科室分享自己工作中的軟弱和經歷神。當

我有感動問他們是否願意來認識這位神時，他們竟然也都

回應了神！感謝主！如果不是親身經歷這樣的奇事，我簡

直不能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神奇妙的作為，我無法

想象！

我又告訴你們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

意地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 18:19）

第二，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做工或禱告是何等重要。

印象很深的是，不止有一個同工在每天晚上的總結環節時

提到，兩人或三人一組進病房前一起禱告真的能帶來能力

和果效。而我最開始時，對於兩人同工都沒有什麽概念，

甚至和同組的組員分開行動（見我的病房分享）；有時候組

員打斷了我的分享，我心裏還會有小小的埋怨。但感謝主，

祂讓我看到這是出於我的驕傲和血氣。祂扭轉我的心，讓

我學會配合同工，在他作見證或傳福音的時候就為他禱告，

而不是在旁邊心裏暗暗指手畫腳。當然，更不用說每次進

病房或科室前大家都會一起禱告，每天早上和晚上也一直

有靈修、反省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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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比

許多麻雀還貴重。（路 12:7）

第三，神顧念我的軟弱，不管多細微的小事，祂都看

顧。在這次短宣之前，我一直覺得有些小事沒必要向神禱告，

也許心裏也存著一絲不一定會被垂聽的小信。但在短宣過

程中，有任何阻撓服侍的因素出現——不管是小到睡眠上

的問題，還是大到心裏對領隊的不順服——神都垂聽了我

的禱告，信實地保守我的心，帶領我走出了試探。可以說，

這是我第一次見證到神如此快速地回應我的禱告，如此顧

念我以至於不管大小事情祂都保守。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

那叫他生長的神。（林前 3:7）

最後，這次短宣最後統計出來的決志人數高得讓我吃

驚， 聽醫院志工說比起其它國家的短宣隊，我們這次 “攪動”

起來的反應也更高漲。聽到這些肯定時，我心裏可以說是

喜滋滋的，想想自己這幾天的收獲也真覺得印證了 “施比

受更為有福”。但很快我就意識到自滿有冒頭的跡象，神先

是提醒我在整個過程中看到的醫院志工們每天從早忙到晚，

為神的國度和福音被廣傳而所做的努力。沒有她們在禱告、

服侍中撒下的福音種子，哪有我們一澆水就發芽的成果？

當然最重要的是 ：“叫他生長的神” ！沒有主耶穌基督道成

肉身的十架恩典，沒有阿爸天父慈愛、憐憫的旨意，沒有

聖靈自由運行、感動人心，我們這些罪人怎可能認識到神！

願所有榮耀歸於我們的主，唯一的神！

談論祂一切奇妙的作為.—陳玉

繼去年，這次是我第二次參加台湾短宣。和去年同樣

的醫院，同樣的見證，同樣的福音……但是反應卻不一樣了。

在人看來，不可能接受耶穌的人、接受耶穌了 ；不可能信

基督的人、信基督了。嘉義——這個被譽為台湾屬靈最硬

土的地方，變了！人心變得柔軟了。我們在醫院中，遇到

許多佛教徒和拜媽祖的人，却都出人預料地敞開心門接受

了救主耶穌。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利尼人。“（羅 1:16b）

這是我本次短宣中最深的感受。震驚喜樂伴隨著我們

整個短宣行程。在嘉基的第三天我們小組去社區護理室，

據說這裡的員工幾乎都不信耶穌。我們向她們見證，聖靈

感動我們情真意切地分享自己信耶穌前後的不一樣。最後

我們詢問她們 ：妳承認我們人的有限和有罪嗎？妳願意接

受耶穌做妳生命的救主嗎？等等，沒有想到她們毫不猶豫

的全都舉手了。分手後，我還心裏還有些吃不準 ：她們真

的信主了嗎？當我們來到另一個科室向醫護人員傳福音，

作見證時，最後，又是全體舉手決誌禱告了。晚上，當大

家聚首反省交流時，才知道那天不只是我們組這樣，其他

幾個組也都幾乎一樣——得救的人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

這是神的作為，是神的時候臨到這裏了。

要向他唱詩歌頌，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詩 105:2）

奇妙的事情在不斷的發生，當我們走進一個兒童病房，

看到一個小小帥哥，只有 1 歲 8 個月。但他患了肝癌！天

真無邪的他什麽都知道，但是他媽媽未語淚成行。此刻，

深深感受到耶穌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

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的心情。我們三個人

迫不及待地給她講耶穌，講我們人在這世界上是客旅，是

有罪的，沒有真平安的……但是神愛祂，定意要救他們一家。

結果，她不再考慮家中的祭壇，她決誌信耶穌了。禱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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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我們才知道，他們是前一天晚上才住院的，而今天馬

上要準備出院，要到臺北就醫。就在這短短的幾分鐘內我

們相遇了。這 “偶然” 難道不是神的美意嗎？神的愛就在

此向他顯明了，定意要救他。

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 ：就是奉我的名趕鬼（可

16:17a）

我們來到重病房——病入膏肓之人的病房。當我們在

走廊為病人們歌唱《雲上的太陽》時，突然從一個病房裏

傳出可怕的叫聲……當我們從別的病房出來的時侯，依然

聽到那奇妙的叫聲。敏感的宣教師說 ：“我們進去吧，這裡

有問題 “。進入病房映入眼帘的是一個年過半百的男士躺

在床上，鼻子、頭上都插著針管。他拼命地掙紮著，護士

抓住他的手，他妻子按著他的腳。宣教師果斷地說 ：“我們

為他做宣告和潔淨的禱告”。當我們同心合意，奉耶穌的名

宣告捆綁撒旦惡魔的一切胡作非為，求主的寶血潔淨和遮

蓋他的時候，他突然安靜不叫了，睜開眼平靜地看著周圍。

這時候他妻子抱著我們，邊哭邊說 ：“他是基督徒，但是好

長時間不去教會，不讀經了……感謝主憐憫他，感謝主呼

他回家……”

短宣結束了，傳福音沒有結束 ；短宣生活，才是基督

徒應有的生活樣式。因為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

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羅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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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隊員得救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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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得救見證
祂從高天伸手抓住我.—劉洋

小時候我是一個想事情比較多的孩子，經常夜裏睡不

著覺，總想一些關於死亡的問題，人死後真的會有靈魂嗎？

有一次去一位大叔家裏修鞋，他就給我講起耶穌的故事，

也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聽到福音。有一次和弟弟一起去湖

邊玩不小心掉進了冰窟窿裏，在將近零下快 40 度的水裏掙

紮的那種心情在我心裏至今難忘，心裏不斷的在吶喊著誰

來救救我，我還不想死，渾身都沒有了力氣，突然有一雙

手把我從水裏拉了上來，把送回了家，後來我才知道那位

叔叔救了我，當時他起來做早飯發現煙筒堵了上房子上面

修煙筒看見了在水裏面掙紮的我，就這樣我才撿回了一條

命。

結婚後媽媽因為生病信了耶穌，我也去了教會，當我

讀到聖經詩篇 18:16 ：“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

中拉上來” 這句話的時候，小時候掉進水裏的那一幕又浮

現在我腦海裏。當時我的眼淚不住的流下來，我才知道那

一刻絕非偶然，是神聽見了我心中的求救，是這位神救了我，

18 年過去了我才知道有一位真神他在愛著我，保護我，不

管在什麽環境下想到主的愛我就有盼望。

死亡圍繞中，真光照射我.—鄭瑞威

大家好，我叫鄭瑞威，來自馬來西亞。我信耶穌基督

的原因是祂能給我帶來平安喜樂和永生。我父母在我小時

候經常吵架，加上父親會吸毒賭博最後沒錢破產了。我媽

媽受不了在我八歲和他離婚，我偶爾還會和爸爸見一見面。

母親之後一直忙於工作，母親會把我丟在公司附近的

圖書館，然後晚上下班接我回家。我一直獨自一個人孤獨

寂寞的成長。這期間經歷過幾次家人的死亡，我奶奶，爺

爺和父親。家人都哭的很慘的時候我卻沒哭，當時我還小

不知道死亡意味著什麽。在 15 歲的時候我親生父親車禍去

世了。我媽媽當時哭的老慘了，一邊哭一邊說，怎麽這樣

就死了呢？那麽年輕就死了。對啊，人類的生命好脆弱無

助啊。

然後我就會想死亡這方面的問題。死了後我什麽都會

沒有嗎。我之前存的錢買的東西，死了後都用不了了嗎，

我能保證我明天不會死嗎？我經常這樣胡思亂想。我會有

想去死的想法。早死晚死都是一樣要死為何不早點死呢？

活著有什麽意義。就像那個最近的霍金去世了，他留下了

偉大奉獻，他自己又能帶走什麽呢。我每天混混沌沌的過

日子，過得很累很痛苦。

然後有一天跟我一位朋友不知不覺的討論一些關於宗

教的問題。聊到了基督教，我突然想起了以前小時候有一

段時間去過教會。我很喜歡那邊給我一種特別的感覺。我

相信我們人類是有靈魂的，我們的靈魂應該有祂出處和他

的歸屬，我就抱著一顆好奇的心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教會探

索我想要的答案。我在教會認識到了上帝。這世界有一位

神祂愛我們雖然以前我們因為祖先犯了的罪，罪的代價是

死。可是神也為了信祂的人預備救恩將祂的獨生子耶穌基

督賜給我們，叫一切信祂的不知滅亡，反得永生。最後我

就願意相信並且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受洗了。

潤物細無聲.—王虎

我受洗是在 2013 年，是在進入家庭教會大概半年之後。

其實那個時候並不十分了解基督教，也並沒有很深刻的體

會到神的存在。只是認為身邊的基督徒看起來更是我向往

的樣子，雖然在神的感動下受洗，但是無論是對聖經的學

習還是靈修都還很欠缺。

所以受洗之後，有一段時間還是遠離了教會，也疏於

讀經。直到 2016 年七月，（那個時候我大概已經無法定期

去教會一年多了），我遇到了我現在教會的弟兄姐妹的查經

班，當我聽到他們是弟兄姐妹的查經的時候，我就已經決



34 JCC2017-2018 台灣短宣白皮書

定留下和他們一起，而且從那以後就開始定期去教會了。

現在看來，那天是很奇妙的，依據我當時的狀態，我根本

不會選擇留下，因為我那時正在過世俗生活，而且沒有任

何苦難，僅僅是因為那一刻被感動。真的是感謝主，總是

在關鍵的時候賜下憐憫。

如果說到得救，我應該是屬於那種潤物細無聲的類型。

因為知道神的存在，也努力遵守著神的話語，就這樣慢慢

的走。突然有一天，意識到這位神是多麽大能，意識到神

的拯救是多麽偉大，意識到自己早已被拯救，也同時意識

到我對神是多麽虧欠。從而更加努力的去行在主的路上，

更加努力的去愛神，更加努力的去愛弟兄姐妹。

約翰福音三章 16 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再次讀

到這句話，就不再是空洞的，不再是沒有概念的，也不再

是無法想象的了。真的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神的愛是如

此的偉大。感謝主！

聖誕節的邂逅.—郁海靈

些東西聽不懂，但有股溫暖的力量吸引著我，從此我每周

五晚上都會跟同學去聚會，學習聖經的知識，慢慢地這種

聚會成了我的習慣，不知是叔叔阿姨的恩愛，還是弟兄姐

妹的熱情，或是真理的吸引，我開始渴慕神的話，堅持完

成團契給的靈修作業，周末也參加很多培訓。

通過這些學習，我開始思考人的生命，思考自己真正

想要的生活，慢慢地開始形成全新的價值觀，不再像以前

稀裏糊塗地過一輩子。現在的我覺得與神同行是我生命的

保障，不再懼怕或仿徨，而是靠著神賜的信心走每一步。

雖然我父母一開始堅決反對我的信仰，他們覺得我背

棄祖宗，是個不孝女。我起初想說服他們，讓他們明白我

的想法。因為他們不能體會，反而一直用他們的理論詆毀我，

痛苦之余，我只有為他們禱告，不再與他們爭論。我深知

我需要耶穌，但心裏也一直渴望得到父母的認可。或許時

間證明父母的想法是多余的，在我的婚禮上，是他們第一

次接觸信仰，也是那次，我媽的心開始變軟了，不再強烈

反對。現在我已經離開父母，有自己的家庭，願神繼續帶領，

使世人尤其是家人看到信仰在家庭中的作用，看到人不能

做的，神可以成全。願神的名被萬人稱頌……

我嘗過主恩的滋味何等甘甜，願你也與我一樣，接受

這位救主，成為你生命中的指引和保障。

踏破鐵鞋無覓處.—周恩群

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是一個有神論者，覺得冥冥之

中定有神明在看顧著我們。這樣的認知與很多其他出生在

中國的孩子不同，因為學校教育的一直是科學唯物主義，

強調人是這個世界的主宰，所有可知不可知的都可以用人

的科學和智慧來解釋。但是這些說辭從未讓我信服，我的

很多疑問無法從 “科學” 中得到解答，比如宇宙的起源，

人的同理心來自於哪裏，我們的歸處又在何方？ 

在反覆尋找反覆推敲後，我得出了一個勉強讓我信服

的結論 ：多神論。不同的 “神” 創造了不同的人類，整個

世界是由“眾神”一起合力創造的。只要相信某個或某些“神”，

他或者他們就會保佑你。然而在心靈的深處，我隱隱覺得

有些地方仍舊不對勁。在這場 “眾神” 的狂歡中，人還是

占據了主導地位。這樣到底是 “神” 創造了人，還是人創

造了 “神” 呢？

在我之前四年的美國生活中，身邊出現了以前從未遇

到過的一群人——基督徒。我清晰地記得我第一次參加細

胞小組查經時聽到的福音 ： 人類，作為神最喜愛的子女，

本來與主密不可分，同住伊甸園。但由於人類企圖通過吃

智慧樹的果子來取代神的地位，自己掌控一切，我們就有

了罪，與神隔絕了。但神是如此的愛我們，以至於祂願意

讓獨生愛子耶穌來到人世間，用祂聖潔的生命來贖清我們

罪的代價。耶穌構築起連通神與我們的橋梁，使我們能夠

聖誕節的邂逅.—郁海靈

我是一個出生在農村的孩子，印象裏媽媽從小就跟我

說要爭氣，好好學習，別讓伯伯們看不起。那時候我不懂

媽媽說這句話的意思，但也不敢放肆。就這樣我稀裏糊塗

地考出了本市，去上海讀大學了。

而進大學後，我發現室友們經常蹺課出去玩，慢慢地

我也加入了她們的隊伍，享受開心自在的大學生活。 雖然

通過臨時抱佛腳和作弊的手段，我的成績還可以及格，但

那時心裏的恐懼愈加強烈，怕自己不能畢業。就在這時，

同學邀請我參加一個聖誕感恩活動，我懷著好奇的心態去

參加了。聚會地點是一對台湾夫婦家裏，兩層樓的小洋房。

進門後一股暖流流出來，女主人對我們每一個人打招呼，

讓我覺得更加溫暖。我找到位置坐下後，等聚會開始。聚

會上有很多好聽的歌，也聽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雖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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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父神那裏，恢覆與神的關系，在祂的裏面獲得生命。 

 聽完關於人類罪性的講解，我完全震驚了，因為這徹

底解釋了我心底長久以來的不安。原來我潛意識裏知道 ：

人企圖主導一切掌控一切是不對的，也不可能實現。我們

不認識主，正如不承認我們的父母是父母一樣，這是從人

類最早的祖先亞當夏娃開始就流傳下來的原罪，並且衍生

出了更多的罪性 sin 和罪行 crime。除此之外，我心中所有

的疑問也有了答案，耶和華是唯一的神，創造萬物的神。

不管是宇宙也好，我們的同理心也好，都只能歸且歸為一

位神——耶和華。 

之後有一次參加培靈會，牧師呼召我們來到講台上用

跪姿敬拜主。在小組姐妹的拖拉下，我半推半就地和她們

走上前去。跪下的那一瞬間，驕傲的老我驟然冒出頭來，

使我第一次看清了我一直沒有信主的原因，也是第一次如

此深刻地認識我們人類與生俱來的罪性——不把神當神。

我的虛榮，我的軟弱，神祂都知道，但祂從來沒有放棄我，

反而一直愛著我看顧我。在這一刻，沒有痛哭流涕，我就

在平安喜樂中歸附了神，回到了祂的懷抱。

我的得救見證.—鞠艷華...
三十年代初，山東福音大復興，美國、英國的宣教士

大批來到山東，美國宣教士在曾外祖父家創辨教會。小時

候常常聽媽媽讲述每個禮拜日，外婆都領她回曾外祖父家

去作禮拜，敬拜讚美耶穌基督。媽媽從小認識神，敬畏耶

和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耶穌的名字。

神賜給媽媽愛心，和繡綉、縫製裳服的恩賜。她不仅

心靈手巧，還有求必應。經常幫助鄰居、親戚、朋友、我

們的同學…綉花、做四季的裳服。當時家裏最貴重的物品

是一臺上海蜜蜂牌縫紉機。記憶中媽媽綉花的様子很優雅，

腳踏式縫紉機不停在転動…周圍很多人都穿過媽媽做的裳

服，小時候我不理解為什麼？九十年代姐姐為我郵寄基督

教的雑誌巜海㚈校园》、《举目》，以前接受無神论教育的我

立刻被深深的吸引了，雑誌中常看到耶穌的名字 ：心想這

不就是小時候媽媽常說的耶穌嗎？里面中文章描寫的人與

人之間是那麽的良善、和睦、美好，讓我羡慕和向往不已。

過去無神論的教育受到強烈的沖擊，開始思考人為什么活

着？基督教的信仰宗質是什么？福音的種子就這様悄悄的

地撒在我的心裡。

來日本以後，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社会充満

了拜偶像、算命、金銭致上，加上來自學習、工作、高莭

奏的壓力，生活沒有平安和喜楽。每天擠電車、跑步過信號，

為生活奔波。我被世俗和罪悪捆綁著、掙扎著、身心俱疲

…這時姐姐信主了，建議我去教會，一直以來我也有一個

問題，為什麼基督徒都有愛心並且關懷別人？還滿有喜樂？

好奇心驅使我走進了教會。

那一天的讚美是《奇异恩典》，當我听到＂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我罪己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尋回，瞎眼今得

看見＂，一股暖流涌進了我的心裡，不知不覺中泪如雨下，

聖靈在我裡面作了善工，深刻體會到自己是多么渺小、敗壞、

黑暗…主耶稣為我這個不配的罪人被釘在十字架上。阿爸

父 ：孩子願意降服在祢的面前，求祢饶恕我的一切過犯和

罪惡，我願意認罪悔改，一生跟随祢。我立刻告訴牧師 ：

＂我願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祂做我一生的救主。＂牧師

馬上帶領我做了決志祷告，感謝讚美主！我的内心充满了

従沒有過的平安和喜樂。

上帝打開了我的心，我開始讀聖經。一天看到以赛亞

書 53 章 4 ～ 6 莭「他誠然担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我們都如羊走迷，個人偏行已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

孽都帰在他身上。」經文深深的觸動了我，我的心被主耶穌

獻身的大愛融化了…信靠耶穌，信靠道成肉身的真神才能

得拯救，因为耶穌掌管我們的人生。

我的信仰之路經過了排斥、抗拒、忽視、思索、接受、

順服的過程，可是神対我的愛一直不離不棄。「我们藉着這

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 以弗所書 1 章 7 節）感謝主！一切都是神的恩

典。是主耶穌拯救了我的靈魂，我這蒙恩罪人的生命，

新的生命在我裡面。從前的世界覌、

人生覌、価値覌、道德覌，発生了根本的変化。

雖然我們生活在充满個種誘惑的世界上，但認識了主

耶穌，聖靈會幫助我們走這条属靈的道路！讓我們能夠認

識自己的貧乏、有限，謙卑反省自己，因為人離開神什麼

都不能做，祂是全能的上帝。唯有依靠主耶穌，唯躅敬虔，

凡事都有益處，凡事禱告，凡事交托給神 , 才能遠離罪惡，

過得勝的生活。

親愛的朋友 ：请問您人生最大的收穫是什么？在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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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認識了上帝並成了祂的児女是我最大的收穫。

願意您们也相信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救主。提摩太前

書 2 章 4 节「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理。」

也許您正在為工作、婚姻、教育孩子等問題担憂、煩

惱着，您願意把一切勞苦重擔交給上帝嗎？馬太福音 11 章

28 節「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

祂會無條件的接納您，在人生的每一個小駅，主耶穌

會成為您随時的幫助。這世界雖然有苦

難，主耶穌是避風港灣，祂會給您、給我們平安。

不棄不離.—陳玉

我父母是無神論者，但從小跟信佛的外婆長大的我對

靈界很感興趣。來日本後，橫濱的老關廟立刻就成為我的

至愛之一，逢年過節一定要去拜拜。 

剛到日本半年後，就遇到一位韓國留學生給我和丈夫

傳福音。出國之前，在大學教系統工程的我，傲氣十足，

什麽都要證據、要證明，加上看到他外表隨便，又常常被

我質問的張口結舌，就更輕看他所傳的福音了。 

轉眼 10 年飛逝，除了世人夢寐以求的那幾個 “子” 都

到手之外，還有了自己家的公司，假日就帶著 2 個孩子國

內外的全家旅遊，悠閑自得。但這些都無法使我喜樂滿足。

內心的空虛，與日俱增，特別是到了周末，倍感無聊。就

在此刻，令我尊敬又親近的身邊的 3 位日本女士，幾乎同

時向我告白 ：她們是基督徒！ 

她們的言談舉止、品德、妝扮，很早就吸引了我。得

知她們是基督徒，聖靈動工叫我開始謙卑地思考生前死後

的永恒問題。“不知不覺” 中我走進了聚會所，參加禮拜和

家庭查經，一晃就 3 年 ！最後，因為十字架的意義？耶穌

是誰？ 14 萬 4 千人的去向等問題上，無法茍同，就分道揚

鑣了。幾乎與此同時，大學教物理的婆婆突然開始信佛，

而且她讀佛經的火熱不亞於我讀聖經。家庭內部的信仰

紛爭，從熱辯變為冷戰，直到我的脊椎骨莫名其妙的滑坡

2cm 左右，行走困難。 

此刻，我在日本留學期間的摯友提醒我這是一場屬靈

爭戰，她一直為我默默禱告，用經文指點，並介紹我去傳

統的福音教會。 

第一次到教會，映入眼簾的證道主題是 ：「十字架的意

義」！第二次到教會，聽到的信息是 ：「耶穌是誰」！ 

這兩次，從頭到尾，我淚如泉湧，“神的言語一解開，

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聖靈叫我明白了 ：十字架是得

勝的記號 ；十字架上的耶穌，是為我的過犯而流出寶血 ；

耶穌才是我人生的至寶和滿足，是我生命的救主和人生的

主宰。3 個月後，我就在教會受洗了。同時，我的腰痛也神

奇般地痊愈了。 

受洗前，雖然生活優越，卻常常失眠，為明天擔憂，

較勁腦筋給丈夫和孩子們上各樣保險。但聖經的話語點亮

我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

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受洗前，我是個工作狂，追求世上的成功。聖經卻說：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麽益處呢？ 

聖經講 ：妳的財寶在哪裏，妳的心也在那裏。信主後，

我明白了 “要積攢財寶在天上，”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

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人到中年才信主的我，倍蒙主的恩

待。主叫這不配的婢女飽嘗事奉的甘甜；主用祂寶貴的話語，

照明我昏昧的心田，賜給我無盡的喜樂和平安。感謝主重

價無比的救恩！一切榮耀頌贊歸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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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之路.—yangxai

我出生在軍人家庭，是個無神論者。80 年代當我來到

日本時，也跟着朋友每逢過年都去神社，参拜寻找平安，

卻沒有給我帶來平安。在我 39 歲時，丈夫離開了我。家庭

的破碎對我是莫大的打擊。幾年中，由於心裡的苦毒和怨

恨，導致我多次患病手術，精神和肉體上受到極大的痛苦，

47 歲時被診斷為皮膚淋巴細胞瘤。醫生說這種病在世界上

沒有治療的方法。我絕望了，我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健康，人生走到了盡頭。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頭，就在我掙扎在死亡線上時，

神的憐憫臨到了我。妹妹向我傳講了耶穌，送我聖經並讓

我去教會，求神來醫治釋放我。那時因為病痛無法經常參

加聚會，也不會禱告，還是過着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但是，

神的愛沒有離開我，教會的一位姐妹一直在為我禱告，幫

助我，陪伴我度过人生低谷，心里的焦虑，病情加重，姐

妹常帶領我讀經，在读到箴言 10 ：12 节 “恨能挑啟爭端，

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神的話語感動我放下了怨恨，饒恕對方，

釋放自己，心裡不再有苦毒，2011 年我在東京國際基督教

會受洗歸入主名下，有了新的生命。

感謝主的大愛 “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因祂受

的刑罰，我們得平安”（賽 53 ：5），受洗後，我的生命發生

了很大的變化，更加渴慕神的話語，參加團契聚會及培訓

和查經。當我學着放下這一切的同時，神更大的恩典臨到

了我，曾被宣告無藥可醫的我得到了醫治，現在各項指標

檢查都正常，藉着見證和姐妹們的禱告，我的母親和外甥

女也都受洗歸主。“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使

16 ：31）。

神拯救了我，使我成為新人，有了盼望，有了喜樂，

有了平安。求神不斷的陶冶，煉淨我，成為祂合用的器皿。

願我生命的每一段經歷，都能榮耀神，願主的旨意和寶貴

的應許盡都成全。感謝讚美主！

主是我的拯救.—王翠香

我的見證 ：是主的愛拯救了我，我生長在東北哈爾濱

的壹個小鄉村，我居住的地方有壹個特別的名字叫天門鄉，

就是神的殿，天的門，壹個普通家庭的我非常幸福。非常

溫馨，在我結婚之後就完全不壹樣了，經常吵架，我很痛

苦甚至想到了死，在我絕望的時候，有壹個姐妹說信耶穌

帶我去教會，他們在學習聖經，在壹起禱告，當時我什麽

都聽不進去也不明白，雖然不明白我還是和他們壹起去教

會，回來之後我還是和以前壹樣，吸煙、喝酒打麻將，有

壹天正在打麻將的時候，我就想，如果被公安局抓了，說

還信耶穌呢，多不榮耀神，從那時開始我就不壹樣了，煙

不吸了、酒不喝了、麻將也不打了。這壹切都是神作的，

榮耀歸給神。我丈夫總是不在家，有壹天試探來了，他的

朋友給我打電話說情人節了，壹起出去玩啊，正在這時聖

經的話就告訴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感謝主耶穌是

神保守了我過聖潔的生活。我和弟兄姐妹壹起去教會參加

禮拜，就這樣受洗歸入了基督耶穌在教會作聖工，心中充

滿平安，喜樂。感謝神的恩典。神愛我壹次次的扶持和引

導、幫助我從低谷中走出來，感謝上帝的恩典，感謝弟兄

姐妹的陪伴，我活到今天壹切都是神的恩典，他不離不棄

的愛每壹天都在環繞著我，耶穌救我脫離黑暗的權勢，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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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在他愛子裏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

免。是耶穌的生命改變了我，我心中的苦毒，怨言，不饒恕、

仇恨等等都沒有了，感謝主，有耶穌就有壹切了，因耶穌

就是我的滿足。我去東京參加幾次布道會，我的感受非常大，

讓我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了神，他們是那麽的和睦，相愛，

彼此配搭侍奉。大家對我是那樣的熱情，在各個方面都幫

助我，日語不明白他們就給我翻譯，第二天姐妹帶著我去

拿翻譯器，弟兄和姐姐給調整，大家對我的關懷和照顧讓

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 甚至連他們叫什麽名字我都不知道，他

們不要任何的回報 , 我既不能言又不能作什麽，他們各方面

都比我好，看到妳們這麽大的愛心讓我感到羞愧，在妳們

的身上我學到了很多，回來的路上還有人在問候感到非常

高興，真是有福的人啊，在基督裏就是這樣有福氣，這就

是神的愛在妳們身上表現出來了，榮耀了主的聖名，妳們

的言行舉止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給我帶來很多的鼓勵要

向妳們學習，願神紀念妳們所作的壹切，在天上必有獎賞，

感恩的話說不完，贊美的詩歌唱不盡，壹切的榮耀歸給三

位壹體的神，平安，喜樂，祝福健康歸給他的兒女們直到

永永遠遠。哈利路亞，阿門！

出死入生.—張嘉

～從死神手裏，神一次一次地救起我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頭

     我出生在中國蘇州，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從小是由外婆

一手帶大的，寵愛有加。外公在解放前去台湾做生意，未

能再回大陸，我們家分隔海峡两岸，因此，家裏不談政治，

不談和信仰有關的敏感話題。

         我 12 歲時，與同學一起騎自行車，出了交通事故。卡

車停下來時，我整個上半身在卡車的前後輪中間，可我，

沒有一點點受傷。當時的卡車都沒有辦法移動，前進後退

都會至我於死地。感謝主救了我！但是，那時我還不認識神。

          我 21 歲時，有一天上午到公司就开始肚子痛，晚上

回家，我媽媽讓我做家事，我肚子痛的沒辦法回應。我媽

一看不好，立刻帶我去醫院，醫生說幸虧送來得早，若超

過 24 小時闌尾穿孔了，就生命危險。但，那時我還不認識神。

      我 32 歲那年，婚姻出現了裂痕，有第三者出現，讓我

痛不欲生，選擇了自殺，未遂。感謝主又救了我！迄今，

我左手還留有自卑者的印痕。但，那時我還不認識神。

     單親媽媽了十年後，認識了我現在的老公。結婚沒多久，

我與老公從蘇州去福州，見公婆。我開車，我老公查地圖。

中途在高速公路上，我老公感覺汽車有點偏斜，我不以為然，

繼續開著。但是，還是聽了我老公的話，在最近處的服務

站去檢查。結果查出車輪胎中紮進了一根約 2 寸左右長的

鐵釘。師傅說再開的話，輪胎就要爆了。感謝主又一次救

了我。但，那時我還不認識神。

       死神並沒有放過我，2011 年是我摔的最痛的一次，也

是死神在我身邊危機四伏。家裏由於經濟圧力，生活圧力，

吵架，伴著打架，使我精神崩潰，選擇自殺未成，我就選

擇了下地獄的路 --- 外遇。2011 年 3 月，地震後的空氣有核

輻射的可能，我老公發瘋似的找我，吼著，叫著，甚至帶

著刀，準備殺了我和第三者，然後他再自殺。在家裏，他

天天大吼，哭著，絕望著，我只是冷眼觀看，撒旦在我身上，

使我變得麻木不仁。最後，我老公大吼著說 ：“我要找教會，

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自殺，我不能離婚”。我說你找教會有

什麽用，他說我要找陳玉姐妹。我們當時只認識陳玉姐妹，

一年就去教會一次 ---- 過聖誕節。他硬要陳姊妹的電話，深

夜打去電話，他全然不顧姐妹及其家人的休息，只顧訴說。

當我再接聽時，只聽到姐妹在電話另一端哭著對我說 ：“張

嘉你怎麽可以這樣！” 等等我都聽不進去。我麻木到覺得

是皇帝不急急太監的份。

       難忘 2011 年 9 月 16 日，神通過教會再一次救了我，救

了我的靈魂，救起了我這個罪人。蔦田牧師、陳玉姐妹、

海靜姐妹，在東京國際基督教會的五樓牧師室，他們通過

聖經的話語，流淚地禱告，讓我如夢初醒，認識到自己的

罪過。蔦田牧師的禱告震住了我，叫我和老公惡的老我被

釘十字架上。從那時起我們在主裏重生，建立起一個新家庭。

我也是從那天開始才真正的得救了，從撒旦的捆綁中被解

救出來。

       感謝愛我的神一次一次地把我從死神手中解救出來，

不光救了我的肉體更救了我的靈魂，我的生命是神救贖的，

我願意把我的生命當作活祭獻給神，因為我本是該下地獄

的人，但是，神卻給了我教會裏這麽多好弟兄姐妹來關懷我。

       我開始走進了教會，三年中，我每周去教會禮拜。2013

年日本華人布道會開始，我投入服侍中，和教會的弟兄姐

妹團契交流，有神的聖靈在裏面，大大的幫助了我，改變

了我。

         當我在唱詩班時，神訓導我，認罪悔改，站在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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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贊美我們偉大的神！用贊美的歌聲來潔凈我，洗滌我

的靈魂！

         當我在布道會同工時，神告訴我祂的靈就在弟兄姐妹

身上，服事弟兄姐妹就是服事我 ；關愛弟兄姐妹，就是在

傳遞神的愛。弟兄姐妹同工時有爭執，聖靈其啟示我，神

要我們學會原諒和寬容，需要用理解的方法去交流 ；當弟

兄姐妹有病痛苦難時，神就是告訴我要透過身體的軟弱去

仰望神，心歸向神。神是陶匠，要雕塑我們成為祂手中精

美的器皿。當我們願意脫去腳上的鞋，站在神的聖地呼求神，

通過禱告直到神的允許為我們開門，神是信實公義聖潔的

神！需要我們傳遞愛，傳福音在腳掌所到之地。

     我的家庭現在各方面都在螺旋式上升，頌贊和榮耀都歸

於我們的神！

      平時聖經上的話語鼓勵著我走每一步 ：

羅馬書 13:23 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

詩篇 47:1 － 2 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

神呼喊。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

君王。

約翰福音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6:27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

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

33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

35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 ；

信我的，永遠不渴。

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

總不丟棄他。

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

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我喜愛神的話語，它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是我生

命的糧 ；它帶領我走過每一天。

活水流入我家.—王潔

感謝主耶穌基督在我生命當中願意掌權做王，是祂不離

不棄的愛將我帶回到神的懷抱中，享受祂所為我預備的豐盛

的恩典，感謝主讓我們一家 5 口人一起受洗。

我是出生在中國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林口縣，一個很小的

農村。我的家庭成員有爸爸，媽媽，弟弟和我。由於父母要

在日本打工賺錢所以我和弟弟是在姥姥家裏帶大的。我記得

很清楚，姥姥對我的疼愛，但我依然也記得自己曾經是多麽

渴望父母的愛。姥姥去世不久後我就和弟弟回到了父母身邊。

那個時候的我特別不習慣和父母的生活，也同時感受到了父

母不和的關系。雖然我在中國的時候就已經感受到過他們關

系不好，因為我怕父親來電話找母親，每次他們都會吵架。

回到他們身邊後更是親身感受了這一切。當時我的想法就是，

我要聽話，我要做好孩子，我要讓父母的關系變好。於是我

開啟了一條十分聽話，不惹麻煩的好孩子之旅。我從不用他

們來擔心我的學習，哪怕是從零開始學習日語，哪怕在學校

裏 1 年多沒開口講話，我同學們都以為我是個啞巴來著。在

學校受過歧視，這些我從來沒有和他們說過。我選擇最經濟

的公立學校，我去打工，哪怕放棄很多我想擁有的，我也要

讓家庭父母變好。過生日，聖誕節，我都在家裏搞些小氣氛。

我又怕弟弟和我一樣缺乏父母的愛，我代替父母幾乎參加了

他的所有學校活動。直到許久之後，我發現我沒有任何能力

改變這個家庭中的一切。沒辦法改變脾氣暴躁的父親，，沒

辦法撫慰母親，更是不能滿足弟弟對父母愛的需求。我漸漸

開始放棄了。後來我的母親信主了。我發現她漸漸變了。他

開始為父親禱告。有一次我父親去幫助母親教會的姊妹裝修

家裏，那個姊妹有用播音機放聖經的習慣。奇妙的事情發生

了，三天後，父親突然說要和母親一起去教會。從那天起，

父親變了，母親變了，家庭關系變了。我知道是神改變了這

一切，我耗盡無數年要改變的一切，神只需三天就能做到。（馬

可福音 10:27 ）“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

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認真認識這個神的想法。其實我是 17

歲的時候第一次被傳福音，之後的每一年我的舅舅都有給我

傳福音，我對神是排斥的，因為我不相信這世界有神。但我

經常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想起祂，臨時抱主腳。我丟過最重要

的東西，找回來過。失眠被醫治過。只有 4 個月的語言留學

簽證的女朋友可以再一次的回到日本。我和弟弟吵架，隨手

翻開聖經看到（馬太福音 7：3-5）“為什麽看見妳弟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妳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妳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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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說容我去掉妳眼中的刺呢？妳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

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妳弟兄眼中的刺。”

我當時害怕的合上了聖經。雖這些經歷沒能讓我去看神，但

當我 28 雖那年，看到父親的改變決定受洗的時候，感受到

了神在我身上所作的一切奇妙恩典，我的心被神的愛所填滿。

11 年的拒絕，祂卻一直不離不棄，祂一直在叫我 孩子回家吧。

（馬太福音 11 ：28）“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妳們得安息。”

感謝主，我可以有這樣的經歷。我在主裏嘗到了有神的

甜頭，我的生命不再幹渴。我願在主裏一生順服，一生追隨主。

（約翰福音 4 ：14）“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

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哈利路

亞，以馬內利的神與我們每一個人同在。

生日受洗.重新做人.—武桐

　　我叫武桐，出生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的一個唯物主義家庭，

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共產黨員。小時候開始父親就在外國工作，

所以我雖然深受媽媽姥姥的溺愛，內心深處還是對父愛有缺

乏，我不明白父親的形象應該是什麼樣的，直到被天父沉默

而恩慈的愛包圍起來，方知道原來這世上有愛如此美好正直、

長闊高深。

　　「我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約施慈

愛的上帝。」（尼希米記 9 ：32 ）我高中時執意要來日本留學， 

直到大學一年級這個願望被實現。剛到日本，脫離了家人的

管束，我恣意玩樂，放飛自我，在打工的店裡與男友相遇。

他對我很好，帶我一起放縱，我們時常喝酒到凌晨 ...... 然後

我就因為和老師吵架，升學無望，離開日本了。

　　在國內也是渾渾噩噩，雖然沒和男友分手，但遠距離戀

愛導致我不安暴躁，我們經常吵架。直到他回國，我們一起

去到東北老家，見到他的親戚長輩。他的一個舅舅是很敬虔

的基督徒，他給我們傳福音，三句不離耶穌愛你。當時是挺

不耐煩的，我們幾個小輩就結伴躲出去玩。但不可否認，真

理的種子就在不耐煩中種下了。 之後開始辦理我再一次回日

本的手續，我懶洋洋地準備材料，一點也沒有緊張擔心的感

覺，簽證下來後我就理所當然的回來了。後來才知道，那個

時候他一直在為這件事禱告。

　　2015 年底，我第一次踏進日本的華人教會，就是東京日

暮里国際教会。來年的夏天，男友全家決定受洗，邀請我一

起。 那個時候，我是覺得信主是好事，也沒到必須馬上受洗

的地步。所以我一邊應承著他媽 媽，一邊對他說 : “如果這

次洗禮日期定在我的生日當天，我就一定受洗 ; 如果不是的

話， 我就再考慮考慮。” 結果日期就是在我生日當天。當時我

嚇了一跳，話一出口不好反悔，內心深處又不敢欺哄神，我

就是這樣受洗重生的 ! 受洗不是結束，恰恰是一個基督生命

的開始。我迷糊重生， 其實頭腦裡還有好多困惑懷疑，比如

為什麼神只有一位， 聖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基督徒為什

麼也有壞人 ...... 這些謎 團，在靈命長輩的幫助下一個 一個解

開了，我也不知不覺被 神改變成更開朗、更有愛和智慧、更

好的人了。「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

以賽亞書 43#21 我們活著，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神會加添

力量和美好的計劃在你身上。回顧過往，如果我不學習日語，

父母不同意我獨自出國留學，爸爸不督促我打工鍛煉，室友

沒有把招聘廣告放在我的書桌上，我沒有退學回國，洗禮日

期不是我生日的話 ...... 在這之中哪一個環節出 現差錯，我現

在都不會成為神的兒女。每一件事我都以為是 偶然，其實我

太狹隘了，這一 樁樁一件件都是為我得救預備的。神的時間

和心意需要我們用一生去體會 !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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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湾嘉義短宣費用明細

収入部 日本円 台幣 剩余金額 日本円 台幣

嘉基院牧部奉献台幣20510NTB 収支差額 ¥190,400

義買收入 ¥81,200

個人奉献 ¥65,000

毎個投入14,000円/人*11 ¥154,000

奉献台幣8131(日本円換算）

JCC奉献200台幣(日本円換算）

総収入 ¥330,800

支出分 日本円 台幣

在台湾的交通費＆飲食

代祷卡印刷（500枚） ¥5,184

嘉基院牧部奉献 ¥100,000

嘉基団契分享用礼物お菓子 ¥3,780

嘉医記念品（5支笔） ¥4,500

患者的礼物（50人分） ¥5,400

院牧部記念品 ¥8,154

感恩見証证会 ¥13,382

総支出 ¥140,400 円 台幣

出納 賈玉靜

会計 陳   玉

審査 呂   霏

監督 朴樹民

¥30,600

収支差額, 
¥190,400 

総収入, 
¥330,800 

総支出, 
¥140,400 

収支差額 総収入 総支出 

NT$25,251  

NT$70,000  

NT$44,749  

2018年台湾嘉義短宣費用明細

収入部 日本円 台幣 剩余金額 日本円 台幣

個人奉献 ¥56,000 収支差額 ¥76,935

義買收入 ¥38,809

毎個投入15,000円/人*9 ¥135,000

去年結余台幣

個人奉献台幣

総収入 ¥229,809

支出分 日本円 台幣

在台湾住食行1万円/人*9 ¥90,000

代祷卡印刷（200枚） ¥2,471

嘉基院牧部奉献

院牧部記念品 ¥3,129

寬闊之地教會奉献

嘉基団契分享用礼物お菓子 ¥3,240

嘉医記念品（19支笔） ¥18,867

患者和児童礼物（手绢 人分等） ¥21,826

包装纸 ¥216

义卖杂费 ¥2,080

托运行李箱 ¥4,400

桃园机场捷运站面包

感恩見証证会 ¥6,645

総支出 ¥152,874

円 台幣

出納 陳   玉

会計 郁海灵

審査 呂   霏

監督 朴樹民

収支差

額, 
¥76,935 

総収入, 
¥229,809 

総支出, 
¥152,874 

収支差額 総収入 総支出 

総収入, 
NT$25,28

0  

総支出, 
NT$25,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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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華人教会或華語聚会所一覽表

中文名稱 電話 聚会地址（日本語）

北海道
札幌国際基督教会中文部 011-221-8851 〒064-0824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4条西11-26-1
ジーザス コミュニティ石狩教会 0133-77-8459 〒061-3216 北海道石狩市花川北6条5-157 CFNJハレルヤキッズ館内

日本札幌恩慈611靈糧堂 011-839-2663 〒001-0029 北海道札幌市北区北29条西7-3-14

宮城県

気仙沼盼望中心/新歌教会  0226-25-8227 〒988-0043 宮城県気仙沼市南郷14-3

仙台2SC团契 080-8363-1888 〒980-0801宮城県仙台市青葉区木町通2-4-36 木町パールハイツ406

福島県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基督生命堂 090-6682-9027 〒960-8157 福島県福島市蓬莱町2-6-3-2

栃木県

峰町キリスト教会中文部 028-636-8663 〒321-0942 栃木県宇都宮市峰1-16-8
茨城県
筑波福音基督教会 029-836-8434 〒305-0861 茨城県筑波市谷田部6100-13
筑波国際基督教会 029-858-0450 〒305-0005 茨城県筑波市天久保3-3-5
迦南教会 042-458-1966 〒300-2345 茨城県つくばみらい市長渡呂177-1
群馬県
群馬県華人団契 080-9467-2782 〒377-0000群馬県渋川市吹屋56-13津久井ハイツ1号館
埼玉県

改革派国際基督長老教会 048-423-7534 〒333-0852 埼玉県川口市芝樋ノ爪2-1-3
台湾基督教会川越教会 049-233-6644 〒350-0806 埼玉県川越市大字天沼新田321－１
日本基督教団 埼玉中国語伝道所 048-771-6549 〒362-0041 埼玉県上尾市富士見2-3-33
千葉県

千葉台湾基督教会 043-247-8336 〒260-0021 千葉県千葉市中央区新宿2-8-6
千葉本町教会華語礼拝 080-7995-2888 〒260-0004 千葉県千葉市中央区東本町1-3
改革派国際基督長老教会 市川分教会 080-3444-5670 〒272-0034 千葉県市川市 市川1-9-11 306号室 
東京国際基督教会　西船橋分会 03-3464-4512 〒273-0033千葉県船橋市本郷町465　WS　Plaza　３F　HOPE　CHURCH
耶稣生命国际教会 090-6009-1126 〒272-0115 千葉県市川市富浜3-7-15
富山県

富山新凑キリスト教会中文部 0766-84-3514 〒934-0053 富山県射水市朴木86-3

富山二番町キリスト教会中文部 080-2956-1329 〒930-0061 富山県富山市一番町3-4
東京都足立区
神の家族主イエス・キリスト 03-5837-4490 〒121-0807 東京都足立区伊興本町2-1-10
改革派国际基督长老教会北千住分会 03-5284-7666 〒120-0034 東京都足立区千住3-1藤田ビル3階
東京都葛飾区
亀有教会 03-3601-2730 〒125-0061 東京都葛飾区亀有2-27-3
東京都荒川区
東京日暮里国際教会 080-4183-2347 〒116-0014 東京都荒川区東日暮里6-18-7小泉ビル２F
東京陽光基督教会 03-3809-2467 〒116-0011 東京都荒川区西尾久7-57-8

東京都北区
山手台福基督教会 080-4942-0425 〒114-0024 東京都北区西ヶ原1-53-15-202室
東京都豊島区
東京池袋基督教会 080-5685-6002 〒171-0022 東京都豊島区南池袋2-22-1第三ビル5F
東京池袋陽光教会 080-3348-2071 〒171-0014 東京都豊島区池袋2-42-6　倉田ビル6F（株　シャル）
東京池袋台湾教会 03-5396-2540 〒171-0014 東京都豊島区池袋3-62-9 
東京都中央区
新僑基督教会 03-6264-8414 〒103-0003 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小伝馬町1-3共同ビル7F
東京都千代田区
New Hope 東京中文部 090-9203-2910 〒101-0062 東京都千代田区駿河神田2-1OCCビル内
東京都台東区
東京利河伯基督教会 090-3241-5632 〒111-0056 東京都台東区小島2-12-7 TRCビル2F
東京都新宿区
淀橋教会 03-3368-9165 〒169-0073 東京都新宿区百人町1-17-8
純福音教会   中文部 03-3232-0670 〒160-0021 東京都新宿区歌舞伎町2-2-19
新宿シャローム教会　中文部 03-3363-6496 〒169-0074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7-9-6 寿ビル2F
Yohan Chinese 基督教会 03-5338-6411 〒169-0074 東京都新宿区北新宿4－30－2
日本基督教団高田馬場台湾教会 03-3205-1990 〒169-0075 東京都新宿区高田馬場2-19-7-1106号
東京都杉並区
日本基督教団阿佐谷恵み傳道所 03-5932-1547 〒166-0001 東京都杉並区阿佐谷北1-21-43
東京中華基督教会 03-3312-1837 〒166-0003 東京都杉並区高円寺南 5-13-4
東京台湾教会 03-3331-3247 〒167-0052 東京都杉並区南荻窪4-25-11
東京都渋谷区
東京国際基督教会 03-3464-4512 〒150-0021 東京都渋谷区恵比寿西1-19-4
２１世紀キリスト教会 03-6277-1257 〒150-0012 東京都渋谷区広尾5-9-7
東京ユニオンチャーチ 03-3400-0047 〒150-0001 東京都渋谷区神宮前5-7-7
東京に在る教会 代々木集会所 03-3374-2950 〒151-0053東京都渋谷区代々木1-45-12
東京都品川区
東京基督教生命堂 03-6423-1773 〒140-0013 東京都品川区南大井3-20-5　SS1ビル　701号室
東京都武蔵野市
三鷹福音教会 0422-26-8353 〒180-0013 武蔵野市西久保 1-12-2
横浜市
横浜華人基督教会 045-641-3877 〒231-0023 神奈川県横浜市中区山下町82-8
神奈川国際基督教会 090-3431-8581 〒221-0835 横浜市神奈川区鶴屋町1-2-4神谷ビル2F-201号室
横浜福音喫茶　瑪麗 045-231-6776 〒231-0064 神奈川県横浜市中区野毛町1-12
山梨県
甲府新生国际教会 080-4362-1314 〒400-0025山梨县甲府市朝日5-4-16
長野県
松本耶穌爱教会 080-1058-4070 〒399̶0000 長野県松本市寿白瀬渕2142一69
岐阜県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好土地華夏基督教会 080-6291-8777 〒503-0897 岐阜県大垣市伝馬町60
名古屋市

日本基督教会名古屋華人之家 090-6462-0654 〒478-0036　愛知県知多市新舞子字郷戸94-1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名古屋基督生命堂 090-3949-7400 〒457-0014 名古屋市南区呼続1-3-21 グランディーズ呼続205
京都府
日本基督教会京都華人之家 052-253-8788 〒601-8001 京都府京都市南区東九條北烏丸町2-2
京都国際教会 07-7444-1216 〒611-0031 京都府宇治市広野町宮谷81-12
国際シャロームキリスト教会 0774-45-1892 〒611-0033 京都府宇治市大久保町田原26-8
大阪府
KGU 080-4233-5122 〒581-0865 八尾市服部川6-340
伯特利之家 080-4233-5122 〒581-0037 八尾市太田7-45-6

堺市中華基督教会
 090-8480-7011

072-220-9719
〒591-8043 大阪府堺市北区北長尾町2-5-5

大阪宣教教会 06-6586-9715 〒557-0025 大阪市西成区長橋2-4-33

大阪台湾長老教会 06-4805-8123 〒530-0041 大阪市淀川区田川2-3-40

大阪中華基督教長老会 06-6541-0485 〒550-0014 大阪市西区北堀江3-12-30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06-6921-6100 〒534-0021 大阪府大阪市都島区都島本通四丁目22-33
EMSI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06-6714-5337 〒545-0001 大阪市阿倍野区天王寺町北 1-2-2
中華福音教会 06-6952-0456 〒535-0031 大阪市旭区高殿3-19-23 
大阪生命樹611靈糧堂 06-6355-4076 〒540-0026 大阪市中央区内本町2-3-11内本町グリーンビル4Ｆ
大阪靈糧堂 06-6537-9867 〒556-0004  大阪市浪速区日本橋西2-6-7-401室
神戸市
神戶基督教改革宗長老会 078-331-9057 〒650-0004 神戸市中央区中山手通2-3-5
国際神學福音佈道会─神戶基督教生 090-1963-2717 〒650-0004 神戸市中央区元町通 2-9-1-703 
関西華僑基督教会 078-241-7091 〒650-0004 神戸市中央区中山手通り2-24-9
岡山県
岡山生命団契 090-7595-3736 〒710-0830 岡山県倉敷市中島1459-3 倉敷福音教会内
広島県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広島基督生命堂 090-3881-0288 〒739-0141 広島県東広島八本松西1-11-1-２F
九州
福岡錫安華人基督教会 090-9657-9984 〒813-0016 福岡市東区香椎浜2-6-6-202号室
福岡新生キリスト教会 092-561-4233 〒811-1344 福岡市南区三宅3-33-1 
徳島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徳島基督教生命堂 080-3867-8068 〒:771-1253 徳島県板野郡藍住町矢上江ノ口91-15
沖縄
沖縄611霊糧堂世界宣教教会 098-895-6612 〒901̶2424 沖縄県中城村南上原568

沖縄聖泉611靈糧堂 098-943-8900 〒901̶2133 沖縄県浦添市城間3-22-9

沖縄御國611禱告之家靈糧堂 098-967-8588 〒904-0400 沖縄県中間国頭郡恩納村2288-457

沖縄Agape611靈糧堂 098-879-3024 〒901-2126 沖縄県浦添市宮城5-8-17 コーポ新中西1F

　　　　　　　　　　　　日本華語神学院　　　　　　　　　　　　　　　　　　　(2019/3/7更新）

中文名稱 電話 聚会地址（日本語）

台湾正道神学院日本教育中心 080-4942-0425 〒114-0024 東京都北区西ヶ原1-53-15-202室

太平洋國際神學院大阪分校 090-6407-1360 〒534-0021 大阪府大阪市都島区都島本通四丁目22-33

　　　　　　　　　　　　日本華人教会或華語聚会所一覽表　　　　　　　　　　　　　　　　　　　(2019/3/7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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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 電話 聚会地址（日本語）

北海道
札幌国際基督教会中文部 011-221-8851 〒064-0824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4条西11-26-1
ジーザス コミュニティ石狩教会 0133-77-8459 〒061-3216 北海道石狩市花川北6条5-157 CFNJハレルヤキッズ館内

日本札幌恩慈611靈糧堂 011-839-2663 〒001-0029 北海道札幌市北区北29条西7-3-14

宮城県

気仙沼盼望中心/新歌教会  0226-25-8227 〒988-0043 宮城県気仙沼市南郷14-3

仙台2SC团契 080-8363-1888 〒980-0801宮城県仙台市青葉区木町通2-4-36 木町パールハイツ406

福島県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基督生命堂 090-6682-9027 〒960-8157 福島県福島市蓬莱町2-6-3-2

栃木県

峰町キリスト教会中文部 028-636-8663 〒321-0942 栃木県宇都宮市峰1-16-8
茨城県
筑波福音基督教会 029-836-8434 〒305-0861 茨城県筑波市谷田部6100-13
筑波国際基督教会 029-858-0450 〒305-0005 茨城県筑波市天久保3-3-5
迦南教会 042-458-1966 〒300-2345 茨城県つくばみらい市長渡呂177-1
群馬県
群馬県華人団契 080-9467-2782 〒377-0000群馬県渋川市吹屋56-13津久井ハイツ1号館
埼玉県

改革派国際基督長老教会 048-423-7534 〒333-0852 埼玉県川口市芝樋ノ爪2-1-3
台湾基督教会川越教会 049-233-6644 〒350-0806 埼玉県川越市大字天沼新田321－１
日本基督教団 埼玉中国語伝道所 048-771-6549 〒362-0041 埼玉県上尾市富士見2-3-33
千葉県

千葉台湾基督教会 043-247-8336 〒260-0021 千葉県千葉市中央区新宿2-8-6
千葉本町教会華語礼拝 080-7995-2888 〒260-0004 千葉県千葉市中央区東本町1-3
改革派国際基督長老教会 市川分教会 080-3444-5670 〒272-0034 千葉県市川市 市川1-9-11 306号室 
東京国際基督教会　西船橋分会 03-3464-4512 〒273-0033千葉県船橋市本郷町465　WS　Plaza　３F　HOPE　CHURCH
耶稣生命国际教会 090-6009-1126 〒272-0115 千葉県市川市富浜3-7-15
富山県

富山新凑キリスト教会中文部 0766-84-3514 〒934-0053 富山県射水市朴木86-3

富山二番町キリスト教会中文部 080-2956-1329 〒930-0061 富山県富山市一番町3-4
東京都足立区
神の家族主イエス・キリスト 03-5837-4490 〒121-0807 東京都足立区伊興本町2-1-10
改革派国际基督长老教会北千住分会 03-5284-7666 〒120-0034 東京都足立区千住3-1藤田ビル3階
東京都葛飾区
亀有教会 03-3601-2730 〒125-0061 東京都葛飾区亀有2-27-3
東京都荒川区
東京日暮里国際教会 080-4183-2347 〒116-0014 東京都荒川区東日暮里6-18-7小泉ビル２F
東京陽光基督教会 03-3809-2467 〒116-0011 東京都荒川区西尾久7-57-8

東京都北区
山手台福基督教会 080-4942-0425 〒114-0024 東京都北区西ヶ原1-53-15-202室
東京都豊島区
東京池袋基督教会 080-5685-6002 〒171-0022 東京都豊島区南池袋2-22-1第三ビル5F
東京池袋陽光教会 080-3348-2071 〒171-0014 東京都豊島区池袋2-42-6　倉田ビル6F（株　シャル）
東京池袋台湾教会 03-5396-2540 〒171-0014 東京都豊島区池袋3-62-9 
東京都中央区
新僑基督教会 03-6264-8414 〒103-0003 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小伝馬町1-3共同ビル7F
東京都千代田区
New Hope 東京中文部 090-9203-2910 〒101-0062 東京都千代田区駿河神田2-1OCCビル内
東京都台東区
東京利河伯基督教会 090-3241-5632 〒111-0056 東京都台東区小島2-12-7 TRCビル2F
東京都新宿区
淀橋教会 03-3368-9165 〒169-0073 東京都新宿区百人町1-17-8
純福音教会   中文部 03-3232-0670 〒160-0021 東京都新宿区歌舞伎町2-2-19
新宿シャローム教会　中文部 03-3363-6496 〒169-0074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7-9-6 寿ビル2F
Yohan Chinese 基督教会 03-5338-6411 〒169-0074 東京都新宿区北新宿4－30－2
日本基督教団高田馬場台湾教会 03-3205-1990 〒169-0075 東京都新宿区高田馬場2-19-7-1106号
東京都杉並区
日本基督教団阿佐谷恵み傳道所 03-5932-1547 〒166-0001 東京都杉並区阿佐谷北1-21-43
東京中華基督教会 03-3312-1837 〒166-0003 東京都杉並区高円寺南 5-13-4
東京台湾教会 03-3331-3247 〒167-0052 東京都杉並区南荻窪4-25-11
東京都渋谷区
東京国際基督教会 03-3464-4512 〒150-0021 東京都渋谷区恵比寿西1-19-4
２１世紀キリスト教会 03-6277-1257 〒150-0012 東京都渋谷区広尾5-9-7
東京ユニオンチャーチ 03-3400-0047 〒150-0001 東京都渋谷区神宮前5-7-7
東京に在る教会 代々木集会所 03-3374-2950 〒151-0053東京都渋谷区代々木1-45-12
東京都品川区
東京基督教生命堂 03-6423-1773 〒140-0013 東京都品川区南大井3-20-5　SS1ビル　701号室
東京都武蔵野市
三鷹福音教会 0422-26-8353 〒180-0013 武蔵野市西久保 1-12-2
横浜市
横浜華人基督教会 045-641-3877 〒231-0023 神奈川県横浜市中区山下町82-8
神奈川国際基督教会 090-3431-8581 〒221-0835 横浜市神奈川区鶴屋町1-2-4神谷ビル2F-201号室
横浜福音喫茶　瑪麗 045-231-6776 〒231-0064 神奈川県横浜市中区野毛町1-12
山梨県
甲府新生国际教会 080-4362-1314 〒400-0025山梨县甲府市朝日5-4-16
長野県
松本耶穌爱教会 080-1058-4070 〒399̶0000 長野県松本市寿白瀬渕2142一69
岐阜県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好土地華夏基督教会 080-6291-8777 〒503-0897 岐阜県大垣市伝馬町60
名古屋市

日本基督教会名古屋華人之家 090-6462-0654 〒478-0036　愛知県知多市新舞子字郷戸94-1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名古屋基督生命堂 090-3949-7400 〒457-0014 名古屋市南区呼続1-3-21 グランディーズ呼続205
京都府
日本基督教会京都華人之家 052-253-8788 〒601-8001 京都府京都市南区東九條北烏丸町2-2
京都国際教会 07-7444-1216 〒611-0031 京都府宇治市広野町宮谷81-12
国際シャロームキリスト教会 0774-45-1892 〒611-0033 京都府宇治市大久保町田原26-8
大阪府
KGU 080-4233-5122 〒581-0865 八尾市服部川6-340
伯特利之家 080-4233-5122 〒581-0037 八尾市太田7-45-6

堺市中華基督教会
 090-8480-7011

072-220-9719
〒591-8043 大阪府堺市北区北長尾町2-5-5

大阪宣教教会 06-6586-9715 〒557-0025 大阪市西成区長橋2-4-33

大阪台湾長老教会 06-4805-8123 〒530-0041 大阪市淀川区田川2-3-40

大阪中華基督教長老会 06-6541-0485 〒550-0014 大阪市西区北堀江3-12-30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06-6921-6100 〒534-0021 大阪府大阪市都島区都島本通四丁目22-33
EMSI大阪基督教生命堂 06-6714-5337 〒545-0001 大阪市阿倍野区天王寺町北 1-2-2
中華福音教会 06-6952-0456 〒535-0031 大阪市旭区高殿3-19-23 
大阪生命樹611靈糧堂 06-6355-4076 〒540-0026 大阪市中央区内本町2-3-11内本町グリーンビル4Ｆ
大阪靈糧堂 06-6537-9867 〒556-0004  大阪市浪速区日本橋西2-6-7-401室
神戸市
神戶基督教改革宗長老会 078-331-9057 〒650-0004 神戸市中央区中山手通2-3-5
国際神學福音佈道会─神戶基督教生 090-1963-2717 〒650-0004 神戸市中央区元町通 2-9-1-703 
関西華僑基督教会 078-241-7091 〒650-0004 神戸市中央区中山手通り2-24-9
岡山県
岡山生命団契 090-7595-3736 〒710-0830 岡山県倉敷市中島1459-3 倉敷福音教会内
広島県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広島基督生命堂 090-3881-0288 〒739-0141 広島県東広島八本松西1-11-1-２F
九州
福岡錫安華人基督教会 090-9657-9984 〒813-0016 福岡市東区香椎浜2-6-6-202号室
福岡新生キリスト教会 092-561-4233 〒811-1344 福岡市南区三宅3-33-1 
徳島
日本華僑基督教団　徳島基督教生命堂 080-3867-8068 〒:771-1253 徳島県板野郡藍住町矢上江ノ口91-15
沖縄
沖縄611霊糧堂世界宣教教会 098-895-6612 〒901̶2424 沖縄県中城村南上原568

沖縄聖泉611靈糧堂 098-943-8900 〒901̶2133 沖縄県浦添市城間3-22-9

沖縄御國611禱告之家靈糧堂 098-967-8588 〒904-0400 沖縄県中間国頭郡恩納村2288-457

沖縄Agape611靈糧堂 098-879-3024 〒901-2126 沖縄県浦添市宮城5-8-17 コーポ新中西1F

　　　　　　　　　　　　日本華語神学院　　　　　　　　　　　　　　　　　　　(2019/3/7更新）

中文名稱 電話 聚会地址（日本語）

台湾正道神学院日本教育中心 080-4942-0425 〒114-0024 東京都北区西ヶ原1-53-15-202室

太平洋國際神學院大阪分校 090-6407-1360 〒534-0021 大阪府大阪市都島区都島本通四丁目22-33

　　　　　　　　　　　　日本華人教会或華語聚会所一覽表　　　　　　　　　　　　　　　　　　　(2019/3/7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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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

　　感謝神的恩典！《台湾短宣白皮書 2017-2018 年》久經醞釀，終於問世了。 

《台湾短宣白皮書 2017-2018 年》是日本華人基督徒中心（略稱 JCC）組織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日本華人基督徒聯合海外

短宣報告書 ；是 2017 年和 2018 年兩屆台湾短宣中，來自 5 個教會的 17 名短宣隊員甘心樂意，寫稿、審校而成的非營利

書籍。

　　該書除了短宣行程簡介和活動匯報之外，還有隊員們的短宣感恩見證和個人蒙恩得救見證。書中記載了前後二次台

湾短宣中神奇妙的作為，以及隊員們與神同行同工的喜樂和甘甜。每次讀來都令人心潮澎湃，倍受激勵，由衷地感謝贊

美神。

　　在此特別欣慰地和大家分享一個短宣後隊員們的生命更新而變化的見證。2018 年短宣隊中的一位姐妹，通過短宣更

加明白了神的心意和對她的呼召。短宣回來後，她依然決定走向全職事奉的道路。當年年底，她就前往美國上神學院了。“施

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短宣中最受益的是參與短宣者本人。

　　在此特別地感謝眾教會的牧師和弟兄姐妹們，以禱告和奉獻支持我們短宣。“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撒上 30:24b）。因著大家的禱告，讓我們看到聖靈開始在那地動工。第二次進入嘉基宣教時，神把得救的人數超出想象地

加給我們 ；在財務上，神也使我們沒有缺乏，且有余出版這本白皮書，獻給耶穌基督的眾教會。

　　在此特別感謝為白皮書編輯、設計和排版的柳永強弟兄，求主紀念他喜樂的擺上，祝福他手上的一切 ；感謝收集和

整理原稿的武桐和周恩群两姊妹 ；感謝為白皮書寫序言的朴樹民牧師和提供個人得救見證的各位弟兄姐妹們 ；感謝東京

國際教會的蔡筱楓師母，為白皮書的印刷，熱情地介紹台北石碑信友堂的宗祐弟兄。感謝宗祐弟兄的即刻回應和大力協助。

甚願這本小小的白皮書被神使用，為日本華人教會的海外短宣提供第一手資料；願書中的每一個見證都能榮耀神，建造人，

成為更多的弟兄姐妹參與海外宣教的激勵。

　　願一切榮耀和頌贊都歸於愛我們的三一真神。 

　　由於，我們的經驗和時間都有限，缺點和錯誤在所難免，誠懇地希望各位牧長和弟兄姐妹，以及親愛的讀者朋友們

包容和指正。 

JCC 總幹事 陳玉 敬上

2019 年 3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