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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献上我的“失败”赞美神               金淼                   

我一直在假设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信主？“或者“为什么要信主？”，我该怎么回答。可到
现在我也没能把所有想说的话组织成准确又简短的答案。于是我一度想既然自己没有“言传”的
能力那么就“身传”吧。我的信仰经历有过“拜神求佛式”的求平安求祝福的信；有过“理智的
科学辩证式“的信，觉得像头疼脑热孩子发烧这类平常事不去医院而先祷告就是愚，也有过“自
我否定式”的信，觉得祷告不蒙应允应该是因为我没能好好读经祷告亲近神…到现在终于心服口
服的相信无论成功失败，我生命的每一秒都在神的计划中。 
如今我能在难处中也真心感谢跟赞美神，因为知道那是离神最近、成长最快的时候。但即便如

此，我仍很软弱。对我周围还未信主的朋友们，如果我没有有能力又体贴的丈夫、也没有懂事又
学习好的孩子、或者宽裕的经济条件、或者不用操心的娘家婆家…如果我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好
事”似乎就拿不出神爱我祝福我的证据。而去年当我遭遇一个又一个的不顺利，在一地鸡毛中哪
怕我心中感恩却怯于高声告白“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全能神，他是我的磐石，山寨和救恩”。明
明知道我的神从来就不是一位爱面子的神，却总想要靠着一已之力为他争几分，就怕他被世人嫌
弃。这其实就是不信。 
很久以前我听过一个见证：一个美国的基督徒家庭在某天夜里家里发生了火灾，虽然一家人逃

了出去，但火势越来越大谁都无能为力。看着在熊熊大火中慢慢消失的家，父母跟孩子们手牵着
手唱起了赞美诗…这事之后他们的邻居信了主，他说“这样了不起的信仰让我想去认识一下他们
的神”。当时的我只是希望有一天也能这样做到困境苦难下依旧赞美神。现在再想起这个见证，
我发现“身传”需要的证据就正是这无论顺境逆境下的赞美。我只负责由心的赞美，神自会在这
赞美中彰显他的道高举他的名。 

拯救灵魂‖造就门徒‖世界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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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求主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讨神喜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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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教会以及崇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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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莫桑比克祷告:位于非洲南部,人口约 1千 9百万,基督徒比例 11.1%,为教会领袖迫切需
要被教导，愿他们有机会更了解圣经，对上帝更认识；为莫桑比克的独立战争持续超过三
十年，至今仍遍地布满数百万地雷。为安全移除这些地雷祷告。 

3.为方舟小组祷告：疫情网上礼拜当中，求神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家庭靠着主的恩典
和神的话语，坚固信心愛神愛人的心随著信主的年歲不断增長；为在疾病中身体软弱的肢
体和未信主的家人祷告。 

4.为以下肢体祷告:1)为怀孕的刘洋，邢秋花姐妹祷告,秋花姐妹妊娠血糖高的症状可以得到
医治,求神保守两位肢体和腹中胎儿的健康顺利生产;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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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恩群姐妹在经济上,婚
姻上都有神的供应和带领,过圣洁的生活,能够谦卑地效法耶稣基督而祷告；4)为还 
未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家人祷告,求神怜悯拣选他们;5）为新的礼拜堂能够正式签合 
约，装修顺利，以及透过新的场地能更讨神喜悦。 

主日礼拜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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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部礼拜(日文)：  13:00～14:00   礼拜堂/网络同步    讲道：朴树民 

青少年礼拜：      15:00～16:00   礼拜堂               讲道：王虎 

儿童主日学：      10:00〜11:30  礼拜堂/学校场地      讲道：暂停 

礼拜程序              一部礼拜  

1. 为孩子祷告  朴树民 

2. 敬拜赞美  崔柱锡 

3. 祷    告  王业鹏 

4. 信仰告白 使徒信经 会众一同 

5. 奉献赞美 献上活祭 会众一同 

6. 奉献祷告  吉田真希 

7. 见    证  于闵家兴 

8. 经    文 约翰福音 11:1-44 会众一同 

9. 证    道 拉撒路出来，解开叫他走！ 朴树民 

10.赞    美 主祷文 会众一同 

11.祝福祷告  朴树民 

 
本周背诵经文 

（罗 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赛 53：6）“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

归在他身上。” 

http://www.tokyo-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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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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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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周内的查经班 

  礼拜二 查经班:面向日暮里堂所有弟兄姐妹(包括：青年部弟兄姐妹) 

  礼拜二查经班的相关信息如下: 

   1.查经期间: 2 月 22 日-5月 31 日    2.查经时间: 19:30-21:00 

   3.查经内容: 以赛亚书              4.查经方式: zoom 

   5.查经班报名 报名期间:2/14-21 

   6.报名方式 : 教会 line 大群 「TNIC」 或者 单独发信息给朴牧师 

   7.查经班要求 出席率: 保证 80%以上 

   8.报名资格: 非日暮里堂的弟兄姐妹不可报名 

   9.参加资格: 报名期间内未报名，不可参加查经班 

3.为佐佐木牧师祷告  

  周二(2/15)佐佐木牧师在家突然出现眩晕，紧急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经检查发现，

上次换人造血管的一个地方出现问题，血液流进腹腔，导致昏迷。感谢神，经过众弟兄

姐妹的祷告，佐佐木牧师奇迹般的恢复意识，并且可以适当的活动，赞美神。 

不过腹腔内血液必须清理，否则会造成感染。腹腔血液清除手术定于 2/22 日(下周

二)，请大家持续为佐佐木牧师的手术顺利，以及身体可以快速恢复健康而祷告。 

4.教会的礼拜将维持当下的礼拜形式。以牧者和少数同工为主服侍，15 个可以参加现

场礼拜的名额。如果礼拜形式发生变化，会另行通知。请大家也继续为可以恢复正常礼

拜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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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人 9 人 - 3 人 - 39 人 

奉献 188,000￥ - - 188,000￥ 

 
下周服事(因疫情暂时调整)                

礼拜 接待 司会 奉献祷告 证道 儿童主日学讲道 

一部 待定 待定 待定 朴树民 暂停 

二部 
佐佐木诗子 
高蓓蓓 

佐佐木美佳 高蓓蓓 朴树民 暂停 

三部 - - - -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创 45 
可 15 
伯 11 
罗 15 

创 46 
可 16 
伯 12 
罗 16 

创 47 
路 1:1-38 
伯 13 
林前 1 

创 48 
路 1:39-80 
伯 14 
林前 2 

创 49 
路 2 
伯 15 
林前 3 

创 50 
路 3 
伯 16-17 
林前 4 

出 1 
路 4 
伯 18 
林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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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