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利米，哀歌#7:“我是”这个名称指的是，神不倚
靠除了祂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而自有存在

出3:14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I AM THAT I AM.)；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我是差我到你们这里来。

耶10:10 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

11:20 按公义判断，察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
神被摩西问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回答说“我是”。“我

是”这一神圣的名称，指神不倚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而自有
且永远存在。这也表明除了神，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无。神是
你的❶鼓励、❷同情、❸喜乐、❹平安、❺安息、❻恩慈、
❼良善、❽信实、❾忍耐、❿节制、⓫智慧、⓬单纯、⓭
诚实、⓮義、⓯勇气、⓰大胆、⓱建造、⓲信、⓳希望、
⓴爱等人性美德的实际，也是❶敞开的心思、❷鸟瞰的视角
(Bird’s eye-view)、❸重点(Crucial points)、❹终极目
标、❺积极的思考、❻战略的思考、❼合作能力、❽紧迫感
(Sense of urgency)、❾应对变化的适应力、❿协同效果
(Synergistic effect)、⓫杠杆作用(Leverage）⓬突破力、
⓭洞察力、⓮灵活性、⓯强大的精神、⓰沟通能力、⓱组织
能力、⓲凝聚力(Alignment)、⓳执行力、⓴毅力(Grit)等能
力的实际。你和我不是这些的实际，神自己才是你所需要的这
些能力和美德的实际。心理学等科学也提出上面这些能力是在
职者职场成功所需必备的能力，但这些能力很难获得。

耶稣(Jesus)这名，是耶和华・救主(Jehovah Savior)的缩
写。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为了拯救罪人，代替罪人死在十字
架上，三天后复活成了赐生命之灵，升天后远超万名之名被高
举，并成了万有的头。呼求这美好杰出的名，享受他作为“我
是”的一位。
徒2:21 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李弟兄的见证：来11:6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我能作见证，在我五十多年的基督徒生活里，这位“我是”
一直扶持着我。因着祂以祂的所是来扶持我，我从来没有退
后。不仅如此，我还能持续在这个职事里四十多年之久。我
知道是谁呼召我。我被“我是”所呼召。呼召我的那一位一
直扶持我。人的语言无法正确描述他的所是。
弟兄的见证：当我在一家美国制药公司工作时，该公司在
日本直至全球都在稳定增长。但是，突然间，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制药公司决定收购该公司。我刚刚完成了一项具有
突破性的新产品临床试验，准备要申请新产品的时候他们
来了，所以我真的很着急。来自新公司的人搞砸了新产品
的开发。在那之前，我在主里越过了许多重大困难，但是
一旦公司被收购并且失去了权限，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认
为：“有权限的时候，可以与主一同越过困难，但现在我
没有权限，完了！”，我每天充满忧虑和叹息，我无法对
基督有太多的经历。耶和华的名叫“我是”，它永远存在。
无论我是否有权限，他都不会改变。但是，那时，我对主
的珍赏不够，抱怨，充满了不信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
无能为力。”主啊，请赦免我的不信。

后来我了解到，所有搞乱该项目的人都被解雇了。大约两
年后，该新产品上市了。利用这次失败和我不耐烦的经历，
我在2003年转职给一家大型医疗设备公司后，在警醒呼求耶
和华的名，操练认识和经历耶和华 “我是” ，推出许多突
破性的医疗设备。耶和华对软弱的我说：“我永远是我是(I
AM THAT I AM)”。阿们，赞美主！



1. すでに得たり，宇宙にて さいこうのたから;
キリストをば得たり， われよろこばん！

4. この主，いのちのいずみ， 生けるみずながす;
うちをとわにながれ， かわきのぞく。

6. 主はすくいぬし，仲保者， 医者，ぼく者，げん首，
わがかみ，主，ちち，あに， 師，おっと，しん友。

7. わがいのち，ちから，知恵: 義と聖とあがない;
へい安，のぞみ，安そく， 歓喜，栄光，みち。

8. この主，万ゆうに満てり， ことばに言い得じ;
かれははじめ，おわり， またすべてぞ。

9. なんたるたから得しぞ， こころさけばずや！
キリストをば得たり， われよろこばん！

1. 我已得到宇宙至宝，我心因此欢呼；
欢呼基督给我得到，何等一位基督！

4. 我这基督是生命泉，流出活水江河；
在我里面流到永远，解除一切干渴。

6. 是我救主、中保、大夫、牧人、策士、元首、
我兄、我父、我神、我主、师尊、良人、密友。

7. 是我生命、能力、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平安、喜乐、盼望、安慰、荣耀、亮光、道路。

8. 我这基督充满万有，怎能述尽说竭？
祂是首先、祂是末后、祂是一切一切！

9. 我既得到这样至宝，我心怎不欢呼！
欢呼基督给我得到，何等一位基督！

３８８ キリストを経験する ― すべてとして

388 经历基督─作一切



1.I've found the One of peerless worth,
My heart doth sing for joy;
And sing I must, for Christ I have:
Oh, what a Christ have I!

4.My Christ, He is the smitten Rock
Whence living waters burst;
He is the fountain in my heart
Which quenches all my thirst.

6.Christ is my wisdom and my pow'r,
My boast and righteousness,
My vict'ryand redemption sure,
My truth and holiness.

7.Christ is my Savior, Shepherd, Lord,
My Advocate above,
My Counsellor, my Father, God,
My Brother, Friend, and Love.

8.Christ is my Captain and my Guard,
My Teacher and my Guide,
My Bridegroom, Master and my Head;
In me doth He reside.

9.Christ is my Prophet, Priest, and King;
My Prophet full of sight;
My Priest that stands 'twixt me and God,
My King that rules with might.

510. Experience of Christ - As Everything

2020年11月 サンクスギビング特別集会
時間 集会等 場所

11月26日(木) 19:00～ 集会１

本山、魚崎、六甲、三宮の各集会所

11月27日(金) 19:00～ 集会2

11月28日(土)
10:00～ 集会3

19:00～ 集会4

11月29日(主)
10:00～ 集会5

19:00～ 集会6

① 集会所の椅子の配置は、前後約1メートルのソーシャル・ディスタンスを保って配置します。

② 一か所の集会人数が25～30を超える場合、部屋又はフロアを分けます。

③ 基本的に近くの集会所に集まってください｡但し、高齢者、集会所に来るために30分以上かかる

人、あるいは健康上の理由や赤ちゃんや介護が必要な人がいる場合は、Zoomで参加できます。

Zoomに接続するときは、名前に「地方名・名前」を明記してください。また、英語と中国語のメッ

セージの視聴を希望される方は、名前の最後の部分に「英語」、「中国語」と明記してください。

(Zoom ID:851 2479 8841  Password:jgw202011)

④ 主日の午前中は通常の主日集会を優先してくださ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