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3日（日）
敬愛的弟兄姊妹與教會傳道同工：平安！

讚
美主，感謝你們在主裡思念我們、為我們

禱告。3月11日地震發生那天，我在千葉

縣參加東京基督教大學的畢業典禮，現在我還

在千葉縣，因路況太差又缺汽油，一時回不

去。不過這兩天我一直想辦法與災區連絡，打

聽佐藤齊史牧師及會友們的情況。

這次地震帶來三重災難，有些會友的房子

被震毀，有些住靠近海邊，我還沒辦法連絡上

他們。J R線的富岡站被海嘯沖毀，城市遭吞

噬，加上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意外，居民被迫撤

離，我的會友們連一點個人用品都來不及帶，

就被送上巴士，分別住進學校和體育館，得花

一番工夫才能夠一個個找到、瞭解情況。我聽

說有的收容中心的毯子不夠用，有些人冷到整

晚沒法睡。有的收容中心整天無水無食物。我

很擔心高齡九十五的末永弟兄，他因肺炎住

院，會被撤離到哪裡呢？被迫撤離的還有骨折

病患，有需要洗腎的，有幼兒和身心障礙兒

童，不知他們如何了？我也聽說在收容中心可

以吃到飯糰，一天發三次，每次一個，不過我

還是很擔心老人家和病人，到現在應該很虛弱

了，所以懇求你們特別為他們代禱。

此外，最要緊的一個代禱請求是，輻射不

再外洩。最糟的情況會是，我們再也回不去

了，教會關閉，福音事工劃上休止符。所以請

為我們禱告，莫教這種情況發生，讓我們可以

返回家鄉，教會的門能再次打開，我們能再次

聚集敬拜讚美神。

今天的主日崇拜取消了，原本安排的洗禮

和文定感恩禮拜也一併取消。我不知道弟兄姊

妹要流浪多久才能回家‥‥想到就難過。但

是，我相信全能的神、歷史的主仍掌管一切，

包括大自然，祂必開啟宣教新頁，領我們繼續

前進。

惠一森牧師今早接到我的電話後，便為我

們發出代禱呼籲，真的很感謝，他們收容我們

十多名會友從收容中心移到他們會津教會。其

他仍將繼續留在收容中心。

地震前我的最後一篇主日證道題為：「希

西家，一個緊急的禱告」，當然我根本沒料到

當週將發生這樣大的災難。希西家面臨大軍壓

境，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進聖殿禱告，並

向先知以賽亞發出緊急代禱呼求，因那是國家

存亡關頭。隔天，亞述王西拿基立就拔營回去

尼尼微，後被自己的兒子殺害。希西家還未回

過神來，危機就解除了。

神的道提醒我們，歷史的主行事奇妙可

畏。我從沒想過我也得像希西家一樣發出緊急

代禱的呼求，更沒想到這個主日我們無法再度

聚集，只能各自待在收容中心讀神的話語。

我再次謙卑的懇請你們迫切為我們禱告，

盼望教會安渡危機，福音工作也不會停止；輻

射不再外洩。請為我們守望禱告。

3月14日（一）
目前已知一百五十多位弟兄姊妹安全無

虞，哈利路亞！

日本311震後紀實

—來自福島第一
浸信會

佐藤明牧師

以下日誌來自福島第一浸信會佐藤明牧師，他籲請大家為他及教會的弟兄
姊妹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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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中倍感溫馨，我吃著飯糰，努力不讓眼淚掉

下來，「主啊，求祢潔淨我們，使我們的心像

外面覆蓋大地的雪那樣潔白。」

我們會繼續這樣流離失所嗎？能安定下來

嗎？不知道，但顯然神藉這些不尋常的事件震

動萬事。有些人信靠主耶穌，不再有疑問。有

些則悔改說，過去他們對神的信心像是冬眠一

樣，經過這次災難，方知人的渺小與脆弱，其

實人活著並不需要太多財物。每一個人都感到

主挑戰他們，使他們從內心深處被撼動。是否

這是另一次出埃及？是否神正為我們指出新的

邊境，要我們迎向前去？

3月19日（六） 
在米澤的第三天，為弟兄姊妹的代禱與扶

持感恩。

我周圍的人說，他們離家時以為過一、兩

個小時就可以回去了，所以什麼也沒帶。日本

各地的主內肢體為我們送來食物與衣物，我覺

得我們好像以利亞，靠上帝派烏鴉叼來的食物

維生；我們一行五十人也靠他人善心捐助而安

然無恙。但我們都累壞了，好多人需要看醫

生，我自己也在發燒。

昨天我拿著手機，卻想不起來我要打給

誰，我感覺麻木，心裡卻好痛。一股失落感剎

時重重包圍我，我的家沒了，教會也沒了，我

被驅離故鄉，我的事工也沒了，前途一片茫

然。我想要抓住什麼，卻發現什麼也抓不住。

早在核電廠興建以前，就有我們的教會

了，福島第一浸信會是由一位美國宣教士建

立，並依其母會命名。核電廠也叫福島，但我

們教會命名在先。兩天前，有位一直跟著我們

避難的弟兄重返核電廠崗位工作，我們與他的

家人一起禱告，然後送他上路。還有其他教會

的弟兄仍在裡面冒著性命危險工作，主啊，求

祢以大能的手保護他們！歷代志上四章10節：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甚願你賜福與

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

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3月21日（一）
昨天我們舉行崇拜，兩週以來首次聚會。

米澤教會讓我們使用他們的樂器和影音設備。

我哭了，都怪司會（副牧師），是他帶頭哭

的！哭就哭吧，不必覺得不好意思，我甘願用

往後的五十年，或用我一生來哭泣。

五十個人一起住、一起烹煮，吃在一起、

睡在一起，我們過著這種不尋常的日子已經十

天，現在我想，什麼是正常生活？什麼是不正

常？已經沒有分別了。似乎只有坦然接受，才

能讓自己儲備夠用的精力面對未來的日子。

以賽亞書四十二章3節：「壓傷的蘆葦，他

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誠願大牧

者保抱祂的羊群，背在祂兩翼之上。

（譯自OMF網站：http://www.omf.org/omf/

japan/about_japan/earthquake_and_tsunami/）

有位姊妹告訴我，她如何力搏海浪，游到

安全的地方，逃過一劫。我以公用電話一個個

打給會友，幾乎從頭到尾熱淚盈眶──目前尚

有約五、六十位弟兄姊妹還未連絡上。

我們來到米澤，買了不少東西，我聽見有

人說：「搶購個什麼勁嘛！」但我一點都不想

替自己辨白。我們搭公車到各救難中心探望弟

兄姊妹，其中一處比較舒適，附近有溫泉，還

有一些商店正常營業。有一處沒有暖氣，食物

也少得可憐，為幫助他們抵禦寒冷的天氣，我

買了很多防寒的厚襪子，我在一家手機店，買

到了一個充電器，還多要了一些連接線，店員

加油打氣的話讓我很感動。從新聞聽到國外救

難隊的報導，讓我不禁落淚。

為了避免擁塞，我們預計在半夜離開這

裡，繼續上路。

3月16日（三）
3月15日凌晨一點，我們與其他兩部卡車一

起出發，先在經過的幾間超市前停下來，能買

到什麼就買，到達會津教會已是早上十一點，

從千葉到會津，開了十個小時。我們預計在會

津停留一陣子。

我們教會的六十名會友中，約三分之一住

在福島核電廠附近，由於他們須接受輻射檢

查，所以我們到下午方得與他們聚集敬拜上

帝。聚會時，我聽到會眾隱隱傳來啜泣聲，那

一張張歷經患難的臉龐，烙印在我心中。

晚上我到附近泡溫泉，五天以來緊繃的身

心稍得放鬆！人們一看見熟識的人就特別高興

地寒暄，那畫面每每令我眼眶濕潤。流浪生活

開始了，我問人如何換洗衣物，他們回答根本

沒有衣服可換洗，唯一的衣物就是身上穿的。

接下來得解決加油和住宿問題，我們有

六十個人決定往北遷到山形縣，希望那裡可以

久留。沒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能不能回家？

若能，要等多久才能返回故里？我們還能不能

在自己的會堂裡聚會？還是整個城鎮都將廢

棄？如今我們就像曠野中的以色列人，只能一

步步跟隨神的雲柱火柱前進。

詩篇一百二十一篇成為我們適時的安慰與

鼓勵：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

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

永遠。

3月18日（五）
感謝主內好友的禱告托住了我。

每一個抵達收容所的人都有浩劫餘生的故

事，聞之令人唏噓。一位令我非常擔心的會友

昨天和我連絡上，他在地震後心臟病發作，幸

好三十分鐘內便得以動手術搶救，否則早已一

命嗚呼，他滿心感謝神的拯救。一位姊妹說她

因為替同事代班而逃過一劫，後來她開車離開

的路上，才知因路面液化交通中斷，但她仍讓

一些逃難者搭順風車，其中一位教她如何在這

種情況下安全駕駛，一路上他們看見許多陷入

裂縫動彈不得的空車。她終於開到一個救難中

心，後來又轉往另一收容中心，現在她和親友

在一起。

最令我驚歎的是，這些弟兄姊妹沒有一個問

我：「為何神容許這種事發生？」也不曾聽到：

「我不相信上帝了，根本沒有神。」在我連絡的

一百六十人之中，只有聽到：「神真偉大，我要

信靠祂，從現在起我要緊緊跟隨祂。」大患難反

令他們生發出如此堅定的信心，昨天我帶領三位

作決志信主的禱告，哈利路亞！

兩天前，我們決定從福島移居山形縣，有

些會友仍決定留在福島與親友一起，大家含淚

道別，恐怕從此別過，再見面就是天家了，場

面一片悲戚。道別後，十二部車子上路，在暴

風雪中抵達我們的下一站米澤，教會已準備熱

騰騰的烏龍麵和蕎麥麵歡迎我們，在嚴寒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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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團宣教士加入CRASH Japan - Love On Japan 2011一起協助災後援助，CRASH全名 Christian Relief, 
Assistance, Support and Hope 基督徒救助、支援與盼望，是基督徒協助日本災後救助與復原的聯合網
絡。詳情請見以下網站： http://www.omf-japan.net/relief/ ; http://crashjapan.com/。



感恩與代禱
曉陽（創啟區）

1. 今年事奉團隊會有一些變動，求天父賜下智
慧、耐心、充沛的愛心、謙卑的態度，使團隊

無論如何變動，都能發揮作用，見證主愛。

黃禾（創啟區）
1. 已平安回到工場，求主賜下恩典與能力，使
我很快重新融入工場的生活與事奉。

沙崙（創啟區）

1. 為成立福音戒毒團隊禱告，求神賜福，使我
們的專業服務有果效，生活有見證。

2. 請繼續為父母及家人認識耶穌並回應祂的愛
與救贖而禱告。

喬英（創啟區）

1. 四月二十八日舉行差派禮拜，接著參加職前
訓練，請代禱。

許梅馨宣教士（駐菲律賓）

1. 請繼續為四個社區的家庭查經班、慕道友與
弟兄姊妹在主裡成長代禱，在家中的兒童事

工也求主帶領。並請繼續為住處安全、出入

平安代禱。

李衍煬與陳金素夫婦（駐德國） 

1. 請記念四月份德國華人基督徒門徒造就營與
獻身營。

2. 請記念我們在安息假期間，身心靈皆充實健
康，完成預定的計劃。

3. 請為我們三個孩子學業的進步禱告。

陳耀皇與周應鳳夫婦（駐德國）

1. 為德華中文圖書館的事工禱告，求主使用我

們幫助魯爾區的學生和教會弟兄姊妹，更深

入認識神。近來我們開放家庭聚會與小組查

經，也請代禱。

陳芝華夫婦（駐德國）

1. 請繼續為福音主日禱告，求主在慕道友心中
動工，使福音的種子發芽、生長，也請為預

備受洗者禱告，求主藉著課程幫助他們清楚

明白信仰，更多認識主耶穌。 

游雪莉（駐柬埔寨）

1. 為目前所在的社區安全與個人睡眠品質代
禱；常睡到半夜遭受螞蟻咬醒。

2. 為司登明切與屏念兩個教會受洗者的生命信
心穩定成長代禱。即將開始青少年事工，求

主引導。

史偉家與徐葳葳夫婦（駐柬埔寨士）

1. 請持續記念仕倫區三十八個村落的福音工
作，也求神繼續使用圖書館的館藏，讓廣大

的未得之民有機會認識耶穌基督。

王蒙恩與傅為樂夫婦（駐泰國）
1.   請持續記念泰國中部的福音需要，並為「信
心足球」事工代禱。

2. 為述職期間禱告（2011/1-2012/1），願神以平
安的意念引導並保守我們在各地的生活適應

和見證分享。（預計六月中旬返美，聚會行

程可詢問內地會辦公室。）

袁樂國與陳香如夫婦

1. 為七月初出發前，樂國及兩個小孩的學業結
束、香如服事的交接禱告，也求神賜下平靜

安穩的心預備各樣的轉換、有秩序地完成各

項準備。

宣教禱告會──袁樂國宣教士行前分享

時間：2011年5月30日（週一）晚上七點
地點：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12號4樓之4（明園大廈）
交通：捷運板南線市府站2號出口 / 公車：聯合報站  
電話：02-8789-1921 
（單數月最後一個週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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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2011年1月至3月  收支表
收　入 支　出

宣教事工奉獻 1,201,931  人事費用    852,221 
宣教士支持奉獻 1,970,863 其他以及行政推廣    540,474 

國際事工奉獻    432,356 海外事工費/宣教士生活費  2,788,312 

日本地震賑災奉獻    614,770 日本地震賑災奉獻    614,770

收入合計 : 4,219,920 費用合計 : 4,795,777
累計餘絀 :   -575,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