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义、圣别、信实、施爱之神的行政管理
申命记结晶读经 2020/3/2-8

Overview:圣经启示神的行政（祂对整个宇宙神圣的行政管
理），神在祂行政管理的审判中，用火炼的试验对付信徒。
这审判要从神自己的家起首。我们要谦卑，我们需要领悟我
们是在神的行政之下，我们该尊重神的行政，并学习承认
神的行政：神在管理我们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Ⅰ)。
申命记记述了神的行政管理。智慧的神是成全的父，祂爱
祂的儿女，并在行政上对付他们。祂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
成全我们(Ⅱ)。神的宝座是以义为根基而建立的。
神的义在哪里，神的国也在哪里。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活在
祂的行政之下，必须过公义的生活。尽管我们在爱神并敬
畏神的事上失败了，尽管我们不忠信，但神仍要成功(Ⅲ)。
Ⅰ．圣经启示神的行政——祂对整个宇宙神圣的行政管理：
赛9:6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
在祂的肩头上；
．
A．神的行政乃是神国的行政中心。
B．在神的神圣行政里，祂是君王、设立律法者和审判
者；祂是祂行政管理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
C．神的行政特别见于祂对祂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上：
１．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由神而生，成为神的儿女，
但我们仍在旧造里。
２．为这缘故，我们需要神行政的对付。
彼前1:17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的为父，
就当在你们寄居的时日中，凭着敬畏行事为人；
．
D．神借着审判来管理；神的审判是为施行祂的行政：
１．主神要借着各种审判，清理并洁净整个宇宙，使祂
得着一个新天新地，成为充满祂义的新宇宙，使祂喜悦。
２．神审判一切不符合祂行政的事物；所以，在今世我
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在神每天的审判之下。
３．神在祂行政管理的审判中，用火炼的试验对付信
徒，这审判要从神自己的家起首。
周一
E．主耶稣在地上时，承认神的行政，过一种绝对在神行
政下的为人生活，并且将一切与祂有关的事都交给神的
行政：
彼前2: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23 祂被骂不
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
１．主总是把所受的一切羞辱和伤害，交给那位在祂的行
政里按公义审判的公义之神，使自己服从祂。
２．祂信靠这公义的一位，承认祂的行政。
F．
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需要领悟我们是在神的
行政之下，我们该尊重神的行政，并学习承认神的行
政：
１．神在管理我们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将
祂的供备赐给我们，使我们能与祂的行政配合。
彼后1:3 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祂自己的
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
事赐给我们。
周二
２．
我们该谦卑，服在神那执行祂行政之大能的手下：
彼前5:6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
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
ａ．
在六节，“神大能的手”指神执行祂行政的手，特别
见于祂的审判中。
ｂ．
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乃是让神作成谦卑的；然而，
我们必须与神的运行合作，甘愿在神大能的手下被祂作
成谦卑、卑微的。
Ⅱ．申命记这卷书说到神的行政管理：
A．
虽然在申命记中找不到“行政管理”一辞，但我们若透彻
地读这卷书，就会看见这卷书说到神的行政，甚至说到祂的

行政管理。
B．神对祂百姓的对付，乃是祂行政管理的一种施行：
１．智慧的神是成全的父，祂爱祂的儿女，并在行政上对
付他们；祂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成全我们。
来12:6 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
子。
２．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错误为神所惩治。
３．甚至摩西也因着他在二十章二至十三节的错误为神所惩
治：
ａ．摩西犯了严重的错误，这错误是神无法容忍的，因为这
摸到祂的行政。
ｂ．神的行政管理是公义的，虽然祂爱摩西，但祂无法为此
不施行祂的行政。
ｃ．摩西得罪了神，结果就丧失进入美地的权利：
⑴耶和华让摩西观看那地，却不许他进入。
⑵反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
的”―5节。
⑶摩西忠信地事奉神四十年，但因着他的错误牵涉到神的行
政管理，他丧失了进入美地的权利。
ｄ．摩西在进入并据有美地的事上被拒绝，这显示神公义
的行政管理；这是神行政管理、神行政对付的一例：⑴神
这样对付摩西，不让他进入美地，就使以色列人更敬畏神
公义的对付。⑵摩西所受的惩罚有助于对以色列人的成全；
他们该从这事学到，公义的神在祂行政的对付上是何等可
畏。
周三
Ⅲ．神的行政乃是公义、圣别、信实、施爱之神的行
政管理：
A．神是公义的，祂的行政建立在公义上：
１．神的行政要求义；义是神行政的事。
彼前2:24 祂在木头上，在祂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
罪，使我们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义活着；因祂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２．公义与神外面的行事、作法、行动和活动有关；神所作
的一切都是公义的。
３．
神的公义就是在有关公平和公义之行动上神的所是。
４．
义
与神的国有关：
ａ．神的宝座是以义为根基而建立的。
ｂ．神的义在哪里，神的国也在哪里。
５．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使我们得以向义活
着：
ａ．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活在祂的行政之下，必须过公义的生
活。
约一2:29 你们若晓得祂是义的，就当知道凡行义的人也都
是从祂生的。
ｂ．“向义活着”这辞与满足神行政的要求有关：
⑴我们已经得救，好使我们在神的行政下过正确的生活，就
是过一种与神的行政中义的要求相合的生活。
⑵我们在基督的死里，已经从罪分别出来，并在祂的
复活里，已经被点活，使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在
神的行政下自然而然向义活着。
６．因着神的行政要求公义，彼后三章十三节说，“我们照
祂的应许，期待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
ａ．
这意思是说，一切都将井然有序，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并且都得以规正。
ｂ．一切都要接受管理、管制，并在正当的治理之下，因为
神的宝座、国度、神圣的行政是在那里，其结果乃是平安与
喜乐。
周四
B．神是圣别的；圣别是神一个主要的属性：
１．“四活物……昼夜不歇息地说，圣哉，圣哉，圣
哉，主神是昔是今是以后永是的全能者”(启4:8)：

ａ．启示录四章八节强调三一神是圣别的，是三重的
圣别，指神的性情——神的所是——的性质；凡神所
是的，都是圣别的。
ｂ．有分于神的圣别，就是有分于祂的性情，祂之所
是的性质。来12:10 …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
分于祂的圣别。
２．“我们的神乃是烈火”(29節)：
ａ．神在祂的圣别和严厉上是烈火。
申9:3 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在你前面过
去...
ｂ．
凡与祂的圣别性情不符的，祂这烈火就要烧尽；因
此祂是严厉的，在严厉上彰显祂的圣别。
C．神是信实的：
１．神的话是信实的；凡从神口中所出的必要成就。
２．信实的神召了我们，也必要全然圣别我们，并保守我
们全人得以完全。
３．神圣的信实是神一个甜美的属性。
４．
在申命记七章九至十五节，摩西要百姓知道，耶和华
他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向爱祂、守祂诫命的人守约并施
慈爱。申7:9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是神，是信
实的神，向爱祂、守祂诫命的人守约并施慈爱，直到千
代；
周五
D．神是爱：
申7:7 耶和华钟情于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耶31:3 耶和华从远方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了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了你。
１．爱是神素质的性质；因此，爱是神素质的属性。
２．申命记说到神是爱的神：
ａ．作为公义的神，神是严格且狭窄的；作为爱的神，他是
宽大且包容一切的。
ｂ．神是施爱的神，但祂的爱是成全的爱，不是纵容的爱；
神爱我们，也管教我们，因为祂有祂行政的管理。
３．整体来说，最终申命记给我们看见，神的爱终极地为祂
子民工作，使他们享受按祂旨意和先见而有的丰满祝福：
ａ．
尽管我们在爱神并敬畏神的事上失败了，尽管我们不忠
信，但神仍要成功。
ｂ．不管祂子民的光景如何，神仍信实到底，至终必完成祂
的心意，使我们享受祂完满的祝福。
林前1:7-8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
热切等待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显现；祂也必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
Ｅ．申命记这卷书很特别地启示出神的所是：
１．所有重申的律例和典章，带着新的发展，详尽地说出以
色列的神。
２．在申命记所显示的神，不仅是公义、圣别、信实、施爱
和恩慈的，也是非常细致、柔和、体贴并同情的；这就是
我们的神。
周六
Crucial Point⑴: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首，
最终洁净整个宇宙
OL1: 神的行政乃是神国的行政中心。
OL2: 神的行政特别见于祂对祂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上。
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已由神而生，成为神的儿
女，但我们仍在旧造里。
OL3: 神审判一切不符合祂行政的事物；所以，在今
世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在神每天的审判之下。
神行政审判的目的是什么？神施行审判是要清理
祂的宇宙。宇宙是神为着积极的定旨所创造的，然而
撒但却进来玷污它。现今神正借着审判清理宇宙。祂
在作彻底洁净整个宇宙的工作。至终，宇宙

将是新的。你知道彼后三章所说新天新地的意义么？
其意义乃是指明神宇宙的新。神不愿居住或停留在不
洁净的地方。因此，神在洁净、炼净宇宙。首先祂炼
净我们，就是祂的家。我们现今是祂洁净工作的中心。
有时候你岂不是也会对自己说，“为什么我越爱主耶
稣，难处就越多？我的亲戚很发达；他们非常亨通。
但我的情况似乎越来越糟。”有些圣徒的健康有问题；
有些人对儿女失望。我们有难处，原因是神的审判从
祂自己的家起首。你我都在神的审判之下。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彼前4:17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若
是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的福音的人，将会有何
等的结局？ FN「审判从神的家起首」：神从这家，
就是祂自己的家起首，藉着对自己儿女管教的审判，
施行祂行政的管理，使祂有坚定的立场，在祂宇宙的
国里，审判那些不信从祂福音，以及背叛祂行政的人。
这是为了建立祂的国，乃是后书所论到的。
作为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的你，请理解神为了建
立国度，首先会按照义的要求，从神的家起首，进行
审判。因此，你在得救后立即，就会感受到身后有温
暖的南风顺势吹来，但没过多久又会注意到逆向吹来
的寒冷北风。这是为了让你持续前进，在神的爱和义
中，活出代表义的生命的基督的良好训练。所以在苦
难中，也绝对不能丧胆。
林后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
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17 因为我们
这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地为我们成就永远重
大的荣耀。
请注意不要只看到了逆向而来的寒冷北风而感
到沮丧。苦难的环境对你有好处。转瞬即逝的轻微苦
难，日后将会赐予你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这是一
笔多么有利的交易啊！
由于中国武汉的冠状病毒的扩散，在中国，有
2239 人 失 去 了 宝 贵 的 生 命 （ 截 止 2020 年 2 月 21 日
12:01），给中国的国民生活和商业活动造成了巨大
的打击。此外，从中国到日本的游客为零，日本各地
的景区和巴士公司都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
下，你不能只看到苦难的现状就失去希望。取而代之，
你应该在听到冠状病毒扩散的新闻后，操练自己里面
的灵，祷告如下：
⑴请为了中国，特别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人民祷告。
冠状病毒不要再继续扩散，神的福音可以更加广泛地
被传扬。⑵为了在日本部分地方扩散的病毒得到有效
的抑制，也为了神的福音传扬给更多尚未信主的日本
人祷告。⑶使你内心违背神的义的不义能够被彻底地
暴露，通过认自己的罪而使不义得到对付，里面的人
也得到更新变化，即使经历苦难，也不要停留在内里
没有更新的悲惨状况中。⑷为了传福音祷告，请和弟
兄姊妹一起出去传福音。
祷告：“哦，主耶稣，关于这次冠状病毒的扩散，我
为中国，特别是为武汉市祷告。请保守武汉的弟兄姊
妹和人民免受冠状病毒的感染。我祈祷通过地方召会，
代表传扬福音的白马能更快地在中国各地、日本各地
奔跑。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请暴露出我的不义。请
不要把我停留在老旧的状态中。请让我里面的人每天
得以更新！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也要使我做一个祷
告和传扬福音的人！”
Crucial Point⑵:神在行政上的管制让你从文化上的
服事转变为“结果子”的服事
OL1: 神的行政特别见于祂对祂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上

OL2: 我们已经得救，好使我们在神的行政下过正确
求使国度实际，今天作我操练，
的生活，就是过一种与神的行政中义的要求相合的生
将来我的奖赏，乃是国度实现。
活
祷告：“哦，主耶稣。服事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结果
OL3: 我们在基督的死里，已经从罪分别出来，并在 子。主张自己没有错，或是带着争竞心来服事是不会
祂的复活里，已经被点活，使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 受祝福的。为了让主的话丰丰富富地住进我里面，让
在神的行政下自然而然向义活着
我与弟兄姊妹一起在爱里结果子，我向主祈求。为了
我们呼求主的名，并与祂有交通，赐生命的灵就 让我结更多的果子”，请消除我在文化和观念上的隔
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自然而然就经历十字架主观的 阂。
工作，使我们与罪分开，叫我们自动向义活着。
Crucial Point⑶:认识神是爱和义的一位，
现在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彼得用 “向义活着” 也认识自己充满了不义。接受神行政上的管教，学习
这辞。这与满足神行政的要求有关。事实上，神的行
如何成为公义的
政只要求一件事—义。为这缘故，彼后三章十三节说 OL1作为公义的神，神是严格且狭窄的；作为爱的神，
“但我们照祂的应许，期待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 祂是宽大且包容一切的。
中。”在彼前二章二十三节我们看见，主耶稣一直将 OL2: 神是施爱的神，但祂的爱是成全的爱，不是纵
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一位。然后在二十四节彼得 容的爱；神爱我们，也管教我们，因为祂有祂行政的
指明我们该向义活着。这里彼得的观念是行政的；义 管理。
是神行政的事。我们已蒙我们的救主拯救，使我们过 OL3:在申命记所显示的神，不仅是公义、圣别、信实、
一种与神行政公义要求相配的生活。
施爱和恩慈的，也是非常细致、柔和、体贴并同情的；
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说，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 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活在祂的行政之下，必须有
神是爱的神，祂是包容一切的；但祂是公义的神，
公义的生活。我们必须向义活着。但因着我们在自己 却是非常严格、狭窄的。……在祂的公义里，祂常对
里面无法过这样的生活，救主就拯救我们，好叫我们 我们想要作的事说“不”。
过义的生活，就是满足神行政公义要求的生活。
有些圣徒，就连一些在主恢复里的，都太自由了，
我们的救主基督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 并不敬畏神。我们一旦摸着神对付的手，就会敬畏祂。
并在那里为我们死了。现今祂的死使我们与罪分开， 祂公义地对付我们，使我们被成全也成为公义的。所
并将我们点活，叫我们得以向义活着。自然而然，我 有想要进入美地，想要承受、据有并享受美地的人，
们就在神的行政之下，并且与祂的行政没有难处。
必须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方面都是公义的。
应用：服事者篇
借着展望未来，申命记一面期盼人认识神的爱与
你作为服事者必须过在神的统治下称义的生活。 行政，一面也期盼人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使人不再
神的义与日本文化中的义不同，所以你不能按照日本 信靠自己。因此，申命记这卷书的用意，是要我们认
文化中的义来服事。
识神，也认识自己。我们需要认识神，特别需要认识
比如说，有些人总是主张自己没有错。但是因为 神是爱的，而在对付我们的时候是公义的。我们也需
服事是有目的的，所以是否达到该目的是应该关注的 要认识我们自己就是失败。我们若认识这点，就不会
重点。总是主张自己没有错的服事者过于看重自己， 再信靠自己，乃信靠神那信实者。
便偏离了服事的目的和本质。主耶稣这样说过： “凡
最终，这卷书给我们看见，神的爱终极地为祂子
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结果子的， 民工作，使他们享受按祂旨意和先见而有的丰满祝福。
祂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约 15：2）”。 尽管我们在爱神并敬畏神的事上失败了，尽管我们不
这里的论点是结果子，并没有论述到详细的方法。在 忠信，但神仍要成功。不管祂子民的光景如何，神仍
服事上面达到目的，也就是说结果子这件事才是重要 信实到底，至终必完成祂的心意，使我们享受祂丰满
的，所以“谁错了”或者“我没错”这些事都不重要。 的祝福。
神在行政上的管制中将你对付，让你不再计较于这些
应用：新人和青少年・大学生篇
琐碎的事上，而是关注到“更加地住进主里” “结
各位新人和年轻学生必须认识神的爱和基于神
更多的果子”这件事上。结果子本就是实现了葡萄树 的义的行政，必须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方面
枝本来的目的，所以那既是生命里的事情，也是执行 都是公义的。因为神的国度是以公义为根基的。如果
义的事情。
不活公义，神就不会祝福你。
服事的目的是“结更多的果子”为了结更多的果
例如，以下的事例是不义的：⑴不基于事实的谎
子，“更加地住进主里”是很重要的。因此在讨论服 言，或者把事情表现得过多，说与事实不符的话；⑵
事的时候，不要先讨论小的事情，而是要把讨论集中 即使多收了钱，也不诚实地告知对方并退还，却暗自
在“更加地住进主里，结更多的果子”这件事上（详 开心；⑶同意了事情，后来不执行，或者不照做；⑷
细的事情在之后简单地交通即可）
“谁被称赞了”“我 虽然得到了人的帮助，但不感谢，或者惱羞成怒；⑸
没有被称赞”不是要讨论的。召会的服事中也绝对不 接受了别人的帮助，却说是自己做的，把荣耀归给自
能有争竞心。争竞心是肉体的工作。
己；⑹在便利店不消费，却使用便利店的停车场；⑺
为了“更加地住进主里，结更多的果子”⑴让主 有人明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为认为和自己没有
的话住进来、⑵要彼此相爱、⑶向神求结果子和让果 关系，所以装作没看到；⑻为了美化自己或掩盖失败，
子留下所需的一切事物(这个命令表明了神专注于结 却隐瞒事实，不让别人看到事实真相；⑼违背父母、
果子这件事)、⑷认罪是很重要的，愿神祝福你，让 老师或上司；⑽根据个人喜好决定，不把事物或人安
你理解并接受神在行政上的管制，成为结更多果子的 排在正确的位置；⑾个人的报酬分配不适合；⑿只遵
人。请唱诗歌第 751 首。
循过去的先例和习惯(认为遵循先例更轻松，不易受
1.今天神的国度，对我是操练，
到谴责)，不接受为应对紧急需要而做出的正确改变；
将来却是奖赏，与主一同掌权。
⒀玩弄政治上的手段，对神和人不诚实；⒁不纯粹，

隐藏语言之外的丑陋动机；⒂只顾形式，偏离了事物 到 3 月 4 日（三）午餐时间。这期间，周一～周三的
的本质；⒃变得情感化，偏离了客观性，只称义自己， 上午，在三宫进行福音活动。时间是 11：00～13：00。
责怪他人；⒄变得情感化，陷入自我怜悯，⒅虽然自 ⑵24 小时守望祷告：因着余洁麟弟兄的呼吁，以中国
己认识不足也没有经验，因为高傲不接受有经验者的 和台湾为中心，开始了 24 小时的守望祷告。神户教
建议；⒆因为骄傲批评别人，却不解决问题；⒇虽然
会也在祷告聚会的 PM8:00～8:15 为这件事祷告。此
是来咨询，却因为高傲、固执，继续坚持己见等。
神是光，所以暴露所有这些黑暗和不义。你可以 外，请各个祷告战士小组至少 1 周 1 次为此祷告 15
借着认罪，得到赦免、洁净，使基督成为你义的生命。 分钟。
⑶余洁麟弟兄为此事祷告所引用的经节:
请训练活出义来。
神又是信实的。关于你对未来的展望，一定不要 提前 2：1 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
信靠自己，请学习信靠信实的神。这样，神就与你同 代求、感谢；2 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使
在，赐福给你。绝不能变得不信、忧虑。但是，与主 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
和召会一起一步一步前进，并不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做。 雅 5:16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
在主与兄弟姊妹的交通中，接受神在爱与义中的训练， 耶 29:7 我所使你们迁徙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
积极挑战你所需要的，如升学、就业、考证书、结婚
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
等。你在主中的前途，是辉煌的。
祷告：“哦，主耶稣，在公义的神面前，我承认我满 随着得平安。
了不义。因为里面很黑暗，所以连不义的都认识不到 代下 7:14 这称为我名下的民，若是自卑、祷告，寻
是不义的。主啊，我悔改，认自己的罪。我接受你的 求我的面，从他们邪恶的行径转回，我必从天上垂听，
管教。主啊，求你在我生活中，並在我里面，光照对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付那不合你公义的。愿我能活在基督里，活出公义。 但 9:18 …原不是靠自己所行的义，乃是靠你的大怜
阿门！”
恤。
本周话题:中国武汉冠状病毒的扩散和
太 18: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 1 捆绑的，
福音的传扬⑸
必是在诸天之上 2 已经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
中国冠状病毒的死者已经达到了 2,666 人，但是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19 我又实在告诉你们，
在湖北省（特别是武汉）以外在趋向稳定（截至到 2 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
月 25 日 9：12）。
和谐一致，他们无论求什么，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
从中国来日本的游客为零，日本各地的旅游景点 父，得着成全。
和巴士公司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另外，在日本的一些 腓 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
地方感染正在扩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可以只看 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困难的情形，而失望。
林前 4:12 …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
⑴祷告的 4 个负担：听到冠状病毒扩散的新闻后，请 们就忍受；
操练自己的灵，为以下的事项祷告：
民 16:47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奔到会众中间；
a)为武汉、湖北省、中国：请为中国人，特别是湖北 看哪，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
省（包括武汉市）的人们祷告。求冠状病毒不再扩散， 姓遮罪。48 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
福音广传。Stop Virus!
诗 91:6 也不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损毁人
b)为日本：愿在日本一些地方出现的病毒扩散得到控 的毒病。7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
制，愿福音传给不信的日本人。
边，灾害却不得临近你。(这处经节，是一位医生弟
c)认自己的罪、不义。还要认本国国民的罪：愿你里 兄在 SARS 的时候的医疗活动中所经历过的。)
面违反神的义的不义被彻底地暴露，通过认罪被对付，
病毒在黑暗中行走，感染给人。但是病毒无法临
里面的人得以更新，愿你即使经历苦难，也不要停留 近与主联合，与主是一的圣徒们。哈利路亚！赞美主。
在内里没有更新的悲惨状况中。
⑷犹太人为中国人的祷告:犹太人在哭墙前，虽是下
还有，请你也认日本人的罪，为不信的日本人得救祷 雨天，也有大约 1000 人聚在一起，为着中国的平安
告。
和战胜冠状病毒的困难祷告。此外，以色列总统也在
尼 1:6 愿你侧耳睁眼，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就是我现 采访中发表到：“我们虽然身在以色列，心却与你们
今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所祷告的，承认 同在。抗击疫情，以色列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愿春
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暖花开时，生活一切如常，所有人健康平安！”
7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败坏，没有遵守你吩咐你仆人 ⑸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捐赠 100 万只口罩表达谢意：
摩西的诫命、律例和典章。
日本政府在 1 月 25 日第一时间向武汉发送了 100 万
d)为福音：然后为福音祷告，请和弟兄姊妹一同出去 只口罩。对此，中国官方发言人对日本政府的迅速对
传福音。
应表达感动，并表达了最诚挚的谢意。此外，在 2 月
i)2 月集中福音开展：神户教会从这周 26 日（三）到 上旬，又捐赠了 10 万套预防感染的医用防护服。
3/1（主）进行福音开展。三：神户、四：鱼崎・住吉、
安倍首相和自民党的二阶干事长，发表了支持中
五：三宫、六、主：各区
国的言论。二阶干事长采访时表示，“日本要以举国
ii)3 月第 1 周和东京全时间训练生的福音开展：东京 之力，与中国共同抗疫“。
全时间训练生会在 29 日（六）的晚上来神户，一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