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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的得救，是神自創世以來救贖計畫的一部分（弗3:5 - 9)。

從古時起，神即向亞伯拉罕啟示，亞伯拉罕將成為萬國的父，
地上的萬族也會因他蒙福（創12:12、17:4-6、18:18）。事實

上，正是藉由亞伯拉罕的子孫──耶穌基督，萬國才得以蒙救
贖。(創22:18、徒3:25下半、加3:8,14,16)。
.

在藉耶穌的死與復活使救恩的工作得到成全後，耶穌將一項重
要的任務交付給使徒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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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8:19上半)。

在這末世，作為復興使徒教會的真耶穌教會，正繼承了這個使
命，且將看到它的完全實現：「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
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馬24:14)。
.

在舊約中，「萬國」乃指著除了神的選民之外的，來自不同地
域、語言、家庭和國家的人民（參創 10 : 5、20、31 - 32)。然

方」(啟5 : 9、7: 9、14 :6-7)。這意味著，耶穌將藉由教會，呼

召那些我們素不認識的國民；而素不認識我們的國民，也必向
我們奔跑(賽55:4-5、亞8:22-23)。萬民都要流歸到我們這裡，

因為我們擁有真理(賽2:2-3)。
.

要成為萬民的教會，我們需要努力克服對來自不同文化和宗教
背景之人的偏見，特別是在律法主義、風俗習慣和文化活動方
面。我們也必須要確保，我們被揀選的地位不會流於一種優越

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張以斯拉

感，導致我們對於原本奉差要去拯救的人，反而抱持一種狹隘
與疏離的態度（徒10:28前、11:2-3、加2:11-13)。

真耶穌教會使萬民作主門徒，固然正藉著開拓性的宣教之旅前
往尚未接觸的國家，但在自己的國家傳福音也同樣重要。當我
們向國內的移民傳福音時（其優勢在於他們能用我們的語言溝
通），福音可以藉由他們，傳給他們母國的家人和朋友。一旦
撒好了種，我們的工人即可規劃一次宣教之旅，到這些地方跟
進。

今日，傳福音不再只限於面對面的方式。隨著網路的傳達範圍
及影響力擴張，教會網路宣道的範圍也在擴大，並且福音傳播
的速度也在增加(啟14:6-7、帖前3:1)。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必

須在網路事工上採用更多的社群宣道志工。

事實上，志工是教會宣教工作中重要的命脈。東半球與西半球
的世界宣教部必須持續招募並訓練更多志工，投入宣教團隊服
事；醫療人員可協助醫療宣道，並作為開拓區的小型移動福音
團隊的一部分(路8:1-3、10:1-2)。

真教會正採取多種方式和工具，來接觸萬國並使之成為主的門
徒。作為這教會的信徒，我們應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達成
這項使命。藉著神的恩典，我們必須，並且必定，會擴張帳幕
並「得多國為業」(賽54:1-3)。

"Now when Daniel knew that the writing was signed, he went home. And in his upper room, with his windows open toward Jerusalem, he knelt down on

his knees three times that day, and prayed and gave thanks before his God, as was his custom since early days." (Daniel 6:10, NKJV)
.

When Daniel heard the decree of King Darius ordering the death of any who petitions any god or man other than the king himself, he went home and

prayed to God, thus disobeying the decree. These thrice-daily prayers were "his custom since early days" - they were Daniel's usual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these prayers were so important to Daniel that he deemed them worth dying for.
.

How important do we consider our own daily spiritual cultivation? When life gets busy, spiritual cultivation is sadly the first thing we drop. We often

think to ourselves that it's okay to miss one prayer or to skip a few days of Bible reading. After all, we will go to church on the Sabbath and read the

Bible and pray then. We find ourselves relying on the Sabbath alone as our sole sourc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

How far removed is this kind of attitude from Daniel's, who deemed his daily prayers worth dying for. Daniel was unwilling to compromise his

cultivation even for 30 days because those prayers were the source of his spiritual strength. By being faithful to his daily prayers, Daniel demonstrated

his faithfulness to God. In choosing to pray to God despite the king's decree, Daniel chose God over his own life.
.

Sometimes, we need to look at our daily worship of God with this sort of extremity. Have we ever thought that each time we choose to forgo our

spiritual cultivation, we are forgoing God and choosing ourselves above God? We become worshippers of our own convenience rather than worshippers

of God. Let us instead learn from Daniel and put worshipping God first in our daily lives. Let us choose to set our prayer and Bible reading time as a

priority in our day - perhaps even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do every day. And if we can be faithful to this, God will respond in kind. God is faithful and

often returns to us far more than we ever gave to Him. Let us strive to be faithful worshippers, worshippers who are willing to die before they stop

worshipping God.
.

省思藏在細節裡——關係代名詞的非限定與限定用法
.

※非限定用法：關係代名詞前帶著逗號
    How far removed is this kind of attitude from Daniel's, who deemed his daily prayers worth dying for. 

  非限定用法中，關係子句旨在補充說明，但以理是「視自己的日常禱告為值得為之而死的事」的一個人。

        倘若要用一句話為自己下個註解，總結我生命全部的價值所在，那麼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

※限定用法：關係代名詞前沒有逗號
    …worshippers who are willing to die before they stop worshipping God. 

  限定用法中，關係子句旨在限定 Worshippers 的範圍，單指著那些寧可死也不願停止敬拜神的人。

        在神的殿中，敬拜神的人很多，但不都是真正的敬拜者。when the true worshipers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ruth; for the

    Father is seeking such to worship Him. (John 4:23, NKJV) 而我，屬於天父在找尋的這種敬拜者嗎？

Cultivation Is Worth Dying For                                                              Ling Chen

省思

省思

而，啟示錄中蒙救贖的眾人，包括「各國、各族、各民、各

靈修小品



橫濱教會獻堂沿革

****************************************************************************************************************************************************************

回顧橫濱教會的發展，我們除了滿心的感謝還是感謝。2002年

 7 月28日起，在劉常芳弟兄和渡邊姊妹夫婦位於三  上町所經

營的中國料理店『芳香園』家庭聚會，當時信徒約 位。20~30

由於人數不斷增加，空間無法容納，即遷往關內另一『芳香園』

分店，並於 年 月 日由車富銘長老和邵從命長老成立祈禱2005 4 9

所。
.

感謝主的帶領，如使徒行傳二章 節所述，主將得救的人天天47

加給他們。因人數增加，並日本眾教會弟兄姐妹的愛心代禱與

奉獻，得以在2006年7月購買位於橫濱市西區戶部的一棟4層的

建築物，總面積 299㎡(90.6坪)，經過幾個月的裝修，2007年

1月1日正式在此聚會敬拜神，並 2015年4月18日成立教會。於

歷經近13年的時間，雖然聚會地點不斷變動，但憑藉著大家的

信心及愛主的心，到成立教會時 213信徒數已達  位，深深體會

神在橫濱地區的動工。

 橫濱教會 林提多

隨著信徒數持續增加，成立教會後即開始找尋新地點；歷經        兩

年 多  ， 在 2 0 17 年 9 月 29 日 購 得 盼 望 的 新 會 堂  ，  含 手 續 費 等共

204,500,000 日圓。 新 會 堂 位 於 橫 濱 市 磯 子 區 中 原， 土地面積

1205.91㎡(365坪)，會堂占地面積 4 8 7 . 8 8 ㎡，3  層樓合計面積

㎡( 坪)。前身是日產公司的展示場及修理中心，建1412.64 428

物近 年來未使用，需大規模的翻修與改裝。經職務會討論之 10

後，成立了新會堂內裝委員會，制訂了裝修的大致方案。由於     

資金有限，八成以上的工事都由弟兄姐妹們親自設計、施工。       

自 起歷經 年 個月的時間，完成裝修及購買設備，2017年10月 1 8

花費約 萬日元。而新會堂也在7800 2019年 6 月30日舉行了獻堂

禮， 500共有來自各國及各地區的 多位同靈及慕道朋友參加。

榮耀歸予主聖名。
.

感謝主，截至 年 月底，橫濱教會負債約 億 千萬日元，2018 6 1 8

懇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橫濱教會代禱，求主耶穌基督帶領橫濱教
會及日本各教會的聖工，在日本地區榮耀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哈利路亞，奉主耶穌基督聖名分享美國總會的聖工近況給世界

各地的兄弟姐妹。
.

 瑞馬研經工具 (bible.tjc.org)

美國總會文宣處一直都積極參與聯總瑞馬研經工具的研發和改

良。今年的主要更新的工作之一，是增加了韓文界面，並推廣

至公共網站。現在使用者已經可以切換到韓文界面，並使用該

韓語網站。
.

瑞馬研經網站上的逐字分析功能已有新版面。使聖經經文呈現

平行對照顯示，增加閱讀的方便性。使用者也可以根據需求，

開啟或關閉各種選項。我們也增加了七十士譯本的經文逐字對

照功能。
.

我們成立了一個不斷增長的義工團隊，他們根據講道中所提到

的聖經經文，協助從電子圖書館中，編註索引至各類講道視頻

與音頻。在持續不斷努力之下，瑞馬的使用者可以輕鬆地從資

料庫中，觀看或收聽他們目前正在研讀特定經文之相關講道。
.

宣道見證影音

作為長期支援聯總網站 (tjc.org) 運作的一部分，美國總會文宣

處最近製作並發布一些新的見證視頻，其中包含信徒個人的信

主的經歷。這些視頻可以在英文 tjc.org 網站之「信仰」項目下

「我們的故事」頁面上找到。

美國教會發展與聖工現況
美國總會

韓語介面

逐字對照

影音索引 見證影音 查經指引

哥林多後書查經指引

我們同時也和聯總媒體宣道部門合作，於今年年初出版了哥林

多後書的查經指引。目前這本查經指引與其他的查經指引僅提

供英文版本，都可以在英文瑞馬網站上查閱，選擇哥林多後書

中的任何一節，並且轉換到右側的「Study」標籤。整套新約

聖經的查經指引在哥林多後書推出之後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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