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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拯救灵魂‖造就门徒‖世界宣教 

 

                    感谢，交托，记得回家               何清                   

两年不断反复的疫情，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与工作，我也不例外。两个孩子的
学业问题，家庭的日常活动，我们夫妻各自的工作以及身边突发的各种事件，常常使我
感到无助而疲惫，没有精力读圣经，也不想去教会，渐渐离弃了神。 
上帝爱我们的方式是很奇妙的，祂从不放弃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我信心软弱了，

上帝就会安排主内肢体来让我参加读经小组的事工与线上的查经活动。记得有一次，我
在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心里很难受，正好李牧师来看望我们，跟我们分享《罗马书》
15 章 1 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句话让我学会
了包容、宽恕和忍耐，也让我重新拿起圣经，去寻找指引我前行的真理。 
感谢李牧师，感谢韩玲姐妹和恩典之家的同工们，不断用神的话语来坚定我的心怀意

念。去年疫情大爆发时，医疗崩坏，人心惶惶，本乡附近也有感染者，容易焦虑的我， 
只能不断祷告，求主保守看顾全家人平安健康。诗篇 37 章 5 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
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感谢疫情，让我学会在苦难与不安中倚靠上帝，感谢生命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锻炼

了我的忍耐与信心，感恩过去的 2021 年，充满希望与喜乐地拥抱 2022 年，求主帮助我
能全心全意地信靠祂，也希望像我一样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记得回家，让我们这些悖逆、
顽梗的浪子能够回到爱我们的天父怀中。因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
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  阿门！ 

主日礼拜时间表 

一部礼拜:  10:00～11:30   礼拜堂/网络同步         讲道：朴树民 

二部礼拜：  13:00～14:30   礼拜堂               讲道：朴树民 

三部礼拜：  15:30～17:00   礼拜堂                  讲道：佐佐木龙仪 

青少年礼拜：15:00-16:30    学校场地                讲道：王虎 

儿童主日学：10:00〜11:30  礼拜堂/学校场地         讲道：高蓓蓓/魏亚男 

礼拜程序    一部礼拜     二部礼拜       

1. 为孩子祷告 

 

佐佐木龙仪 - 

2. 敬拜赞美 

 

王德召 王德召 

3. 祷    告  薛立文 金元哲 

4. 信仰告白 使徒信经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5. 奉献赞美 献上活祭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6. 奉献祷告  贾秀菊 郭云霞 

7. 经    文 约翰福音 6:16-59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8. 证    道 生命的粮耶稣 朴树民 朴树民 

9. 赞    美 主祷文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10.祝福祷告  朴树民 朴树民 

 

本周背诵经文 

（提后 3：16）“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或作“凡 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

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书 1：8）“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

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教会的交通地图 

祷告事项 
《为神的国度》 
1.求神继续施恩、怜悯日本，让失丧的灵魂早得基督之福音的好处。 
2.求主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有责任、更有爱、更成熟的国家，百姓心中有从上帝来的救恩
并为此有感恩的心。中国教会更渴慕神的话语、祷告，以见证的生命活出真理的智慧。 

3.为在日华人祷告。求神在我们身上作拯救、兴起的工作，并有机会服事这里的教会。 
4.虽在疫情中，但仍为日本作开拓、宣教的准备，为“800、400、200”的异象祷告。 
《为教会》 
1.感谢主建立并使用我们成为拯救灵魂、造就门徒、参加世界宣教的教会。也大大祝福
使用伯大尼堂和六本木堂、以及新近在京都开拓的教会以及 11 月分在北区开拓的崇恩
堂，在所站之地作美好见证、大胆地宣扬福音。也祝福日语礼拜，求主赐下丰沛的恩
典，藉着献上的礼拜拯救、牧养在日本失丧的灵魂。 

2.在疫情中不论是现场或线上的礼拜都有渴慕被真理教导的心、并顺从在生活中的行为。 
《特别事项》 
1.持续为世界各地的疫情能缓停下来祷告；特别是近日全球多地疫情不断恶化、严重；也
为所有的病患早日得医治、疫苗顺利施打；也为所有世上还没信主的人祷告，让其有悔
改、信主、敬畏上帝的心，得真正在基督里的生命和平安。 

2.为尼日利亚祷告:位于西非东南部,人口约 1 亿 5 千万,基督徒比例 30.8%,求神坚固教会
胜过黑暗权势与攻击，求兴起敬畏上帝的领袖。 

3.为青年小组祷告：透过查经和读经，每个青年的身心灵都健壮，有坚定的自信心，有属
天的价值观；求主帮助带领找工作和申请学校的青年们；为青年小组四月份的京都短宣
有神的带领和恩典祷告，青年们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神，有信仰的成长。 

4.为以下肢体祷告：1)为怀孕的刘洋姐妹，邢秋花姐妹祷告，两位的妊娠糖尿病症状可以
恢复正常，健康顺利地顺产;2)继续为赵丽娟姐妹、唐浤瀚弟兄、吉田姐妹的母亲三位肢
体，现阶段的治疗和今后的完全康复祷告;3) 为在美国的周恩群姐妹祷告，在经济上，
婚姻上都有神的供应和带领，求神帮助过圣洁的生活，能够更谦卑地效法耶稣基督；4)
为黄雅文姐妹祷告，从南非去韩国读神学的签证办理顺利；5）持续为还未信主的 
弟兄姐妹的家人祷告，求神怜悯拣选他们;5) 为众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在神的 
话语中成长，有神的祝福和保守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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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

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

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

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周中聚会 

聚会名称 方式 时间 担当者 

周二查经班 ZOOM 周二 19:00-20:30  朴树民 

安提阿查经班 ZOOM 周三 19:30-21:00 朴树民/崔柱锡 

妇人会(日本语) 教会 周三 13:30-15:30 佐佐木诗子 

祷告会(日本语) ZOOM 周四 19:30-21:00 佐佐木龙仪 

祷告会 教会 周五 19:00-21:00 牧者 

 
教会统计                

分类 一部 二部 三部 青少年礼拜 儿童主日学 合计 

出席 40 人 23 人 7 人 5 人 18 人 93 人 

奉献 - - 669,100￥ 4,000￥ 3,687￥ 676,787￥ 

 
下周服事                

礼拜 接待 司会 奉献祷告 证道 儿童主日学讲道 

一部 陈蓉芳/何松 王德召 陈蓉芳 朴树民 陈鸿苗/于茜 

二部 张竞/林美雪 王虎 林美雪 朴树民 宋秀雅/李民永 

三部 
佐佐木诗子 
佐佐木美佳 

吉田学贵 佐佐木美佳 佐佐木龙仪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创 16 
太 15 
尼 5 
徒 15 

创 17 
太 16 
尼 6 
徒 16 

创 18 
太 17 
尼 7 
徒 17 

创 19 
太 18 
尼 8 
徒 18 

创 20 
太 19 
尼 9 
徒 19 

创 21 
太 20 
尼 10 
徒 20 

创 22 
太 21 
尼 11 
徒 21 

 

 

报告                

1.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主日礼拜，也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 

2.青年小组京都短宣：经过 2年多的疫情，教会的短宣活动都已经暂停。感谢神的带领，

4 月份青年部将组成一支短宣队前往京都教会短宣。欢迎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报名参

加短宣，具体信息如下： 

1）短宣日期：2022/4/14 — 2022/4/17（4 天三夜） 

   2）报名期间：2022/01/09 — 2022/02/06 

   3）报名范围：青年小组 

   4）短宣培训：2022/02/19—2022/04/09(每周日 17：00-21：00，共 8 次) 

   ※有感动想要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请向崔柱锡牧师报名； 

请弟兄姐妹们为这次青年小组京都短宣顺利以及有神的做工和祝福祷告。 

3.1 月 10 日是日暮里国际教会建立 12 周年的日子(2010 年 1 月 10 日开始主日礼拜)。

感谢赞美主，过去 12 年的带领；求神祝福日暮里教会成全祂给我们的旨意。 

 

 

分享讨论： 
1.请问今天的讲道您有什么感动或领悟吗？ 
2.今天开始，您愿意作出什么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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