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結婚生活篇
① 不為著神的心願而活的人，都會過著矛盾的生活。神因著祂的心願創造了你。你若知道並
實行的話，你就要將你的人生奉獻給神的定旨。日本現在的人口約一億二千萬人。有一億
二千萬個可愛的人。這裡面有多少人認識神及神的心願呢？再者，又有多少人是為著神
的心願而活的呢？祂們必須要聽見我們的話。
萬物是因著神的心願所創造的。因此，若是沒有認識、實行神的心願，就會陷入矛盾與
混亂的人生。在結婚生活裡，弟兄應該要知道自己的姊妹是神的心願，姊妹應該要知道自
己的弟兄是神的心願。必須要互相接納、彼此相愛、互助、實行神的心願。若是對話不對
盤、感覺不合，放著不管的話，最後就可能會陷入家庭分居的結婚生活。這樣就無法實現
神心願的結婚生活。撒但總是會想辦法作許多事讓你不理解神的心願、或是成為理解卻
不實行的人，想要妨礙你。要向著從主、召會、弟兄姊妹們而來的神的話語敞開，從黑暗
轉入光中，為著實行心願而更新奉獻。還有，為了讓日本一億二千萬個日本人知道神的心
願，要積極地與弟兄姊妹一同傳揚福音。
② 為了身體的生活，我們不只在元首下，還要將元首作為我們的生命、主要的目的、我們全
人的中心。我們為何存在呢？是因為神有心願。…不管你幾歲、結婚還是單身、健康與否、
狀況如何，為了你的神的心願，就是要你享受基督。就是在召會生活中過身體的生活。這
就是神的心願。希望要來的年日，數百人的日本人能夠聽見關於神心願的話語。
神的心願就是要你一生都在召會生活中享受基督、長大。你的人生終就算發生什麼事都決不
能離開召會生活。並且，不可以認為召會生活只是單純的重複而輕視。對神的心願感覺疑問、
伴隨不信的複雜心思而展開的人生，是從惡魔而來的誘惑。複雜是從撒但而來的。變的單純，
與弟兄姊妹一同享受主、傳福音、餵養新人就是神的心願。夫妻要協力、持守一靈、一魂來實行。
這樣就會藉著你的結婚生活，豐富地湧流出生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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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768究極的な現れ―神の中心思想
1 かみの中心思想, ひととの合ぺい,
すべてとなりて, けいかく成就す。
2 ひとはうつわで, 三部分から成り,
かみ,いのちとし, かみとひとつぞ。
3 いのちのながれ, 宝せきに変える;
み住まいとなり, えい光あらわす。
4 かみのみやこは, かみのもくてき;
御むねは成就す, そは新エルサレﾑ。
5 聖徒らの建ぞう, かみ,ひとの調和;
かみとひととの ひつ要を満たす。
6 かみ,小ひつじの 御座の中心より,
いのちのかわは, みやこ,ながれる。
7 主はいのちの木, かわのきし辺で,
神聖な実むすび, しょくもつ供給す。
8 キリストにある ひかりなるかみ,
みやこを照らし, よるを追い出す。
9 かみ,ひとにあり, ひと,かみにあり,
かみ,ひとの内容, ひと,かみ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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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mn972
1. Lo, the central thought of God Is that He be one with man;
He to man is everything That He might fulfill His plan.
2. Earthen vessel man was made - Body, soul, and spirit too,
God as life that he may take And with Him have oneness true.
3. By the flow of life divine, Man becomes a precious stone
Fit for building God's abode, That His glory might be known.
4. 'Tis the city God hath built, 'Tis the dwelling God requires,
'Tis the new Jerusalem Which fulfills His heart's desires.
5. 'Tis the building of the saints, 'Tis the blend of God and man,
Purposed by the Father's will Long before the world began.
6. In its center, as its pow'r, Is the throne of Christ and God,
Whence doth flow the stream of life As the Spirit's living flood.
7. Christ, the tree of life, is there In the flowing of the stream,
Yielding fruit of life divine As the food of life supreme.
8. God in Christ, the glorious light, Thru the city brightly shines,
Scattering all the deathly night With its light of life divine.
9. God in man and man in God Mutual dwelling thus possess;
God the content is to man, And the man doth God express.

768終極的顯出－ 神中心的思想
阿，神中心的觀念，乃是與人相結聯，
祂來作人的一切，使祂計畫得成全。
人是被造的瓦器，有靈、有魂也有體；
人可取神作生命，藉此與神成為一。
藉著生命的流通，人變寶石為神用；
適合為神造居所，讓神彰顯祂光榮。
這是聖城神所建，這是居所神所羨；
這是新耶路撒冷，完滿成全神心願。

5 這是眾聖的建造，這是神、人的相調；
原是父神所籌畫，滿足神、人的需要。
6 神和羔羊的寶座，在這榮耀的居所；
從這掌權的中心，流出聖靈生命河。
7 基督乃是生命樹，長在河的兩岸處；
結出神聖生命果，供應眾聖作食物。
8 神在基督裏作光，透過全城來照亮；
死亡之夜全驅盡，神聖之光照輝煌。
9 神在人裏，人在神，互為居所來藏身；
人的內容乃是神，神的表現乃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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