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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神的恩典大过我的软弱(上)               贾玉静                   

两周前的主日礼拜（2/13）那一天日语礼拜的司会服事应该是我家弟兄担当，但是，因
为最近弟兄的身体有些软弱，连续几天出现血压升高的症状，不能和我一起去教会，那一
天他就在家里休息，我一个人准备去教会。心里思想起从前那些美好的时光，每当主日来
到，我和丈夫同心同行，欢喜快乐的去神的殿和大家一起做礼拜，那是多么美好幸福的时
光、想到这些事心里多少会有些伤感和失落感，出门前，我又看着丈夫那瞧萃的面孔和消
瘦的身体，半睡半醒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对丈夫说了一句话：“一个人去教会寂しい
よ、瞬间声音撕哑眼泪夺眶而出……！因怕丈夫看到，就跑到卫生间去祷告，说：“主啊，
求祢帮助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难过，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祢是我的
神、应当仰望祂、因祂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祢。诗篇 42：5 ”在祷告中 我的心慢慢
的平静下来、感恩的心也再一次从我里面点燃起来。擦干眼泪，高高兴兴欢喜快乐的去朝
见我的主、一边走一边祷告、神再一次用祂那微小的声音对我说：“孩子不要难过你并不孤
单，你也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我在你里面与你同在！你在哪里我也与你在哪里…！鉴察人
心的神，晓得我心里的担忧和软弱，祂就差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扶持
我，祂用这样的方式且用祂自己的话语来安慰我，坚固我，提醒我，使我忧伤的心再一次
得到医治重新得力，我的心再一次被主的爱所温暖，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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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门祷告:位于亚洲西南部,人口约 2 千 4 百万,基督徒比例 0%,为当地因信仰而受试炼
的基督徒工作者及信徒祷告，祈求上帝以勇气与爱来装备他们，在试炼与逼迫中持续分享
信仰；为在也门发生的人道惨剧祷告，数千人寻求避难所，逃离非洲之角的动荡与屠杀；
求主让也门的领袖有智慧与怜悯来因应危机。 

3.为主日学祷告：疫情蔓延之下，求主保护孩子们出入平安，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成长；
与父母共同建立家庭敬拜，有宝贵信心，寻求神、信靠神、赞美神，更喜爱神话语，爱神、
爱人；有谦卑顺服的性情在他们身上，圣灵光照做光明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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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亚男 

3. 祷    告  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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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苗 

7. 见    证  胡道福 

8. 经    文 约翰福音 12:1-11 会众一同 

9. 证    道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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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
显明了。” 

（彼前 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受苦”有古卷作“受死”），就是义
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 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
性说，他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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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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四旬期介绍:四旬期是从涂灰日(今年是 3 月 2 日)开始至复活节前日(4 月 14 日）止,一共
40天。在这期间基督徒集中默想主耶稣的苦难与复活。在四旬期我们要努力的过敬虔和节
制的生活。比如节制:购物,食欲,游戏,上网,说话……等方面。我们要以节省下来的金钱
和时间来更爱神,更爱人。经过四旬节的 40天,我们预备参加主的复活。 
哥林多前书 15:42-44“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43 所种
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44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
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四旬期是我们把必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撇下的期间。多放下的人就多得到
主的生命。主复活的生命在等着我们。 

3.感谢神的恩典和带领，教会找到了新的更合适的场地。新场地的二，三楼适合做主日学和
但以理学校的场地，不用另外装修；一楼希望以后不仅作为礼拜堂，也可以用作婚礼等仪
式的场地，所以需要从原先医院的装潢重新装修成更合适一些的装潢(预计可以使用 20 年
以上)。重新装修会找专业的设计装潢公司做，粗略估计需要花费 1 千万以上。所以需要
各位弟兄姐妹的帮助和支持。现在设立了为教会新场地装修的专门奉献，请有感动的弟兄
姐妹奉献支持。奉献形式有以下两种： 

   1）使用为新场地装修的专门奉献袋，将献金投入奉献箱； 
   2）通过银行账户汇款，汇款时请标注“礼拜”这两个字，教会账户信息如下： 

           

ゆうちょ銀行 ：記号１００５０ 番号 ０２７５４０７１ 

お  な ま え ：トウキョウニッポリコクサイキョウカイ 

店        名 ：〇〇八 店番 008 普通預金 ０２７５４０７ 

 
4.崔柱锡牧师暂时回韩国照顾母亲(2 月 22 日—3 月 22 日)。请大家为崔牧师在韩国的行程
顺利，以及为崔牧师的母亲和岳母的健康状况好转祷告。 

5.王虎传道和冯亦丹姐妹的婚礼将于 3月 5 日(周六)举行，请大家带着祝福的心为婚礼的顺
利举行，以及为这个新的家庭能够被主使用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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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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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 1 人 - 6 人 - 32 人 

奉献 296,050￥ - - 29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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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静香 
佐佐木美佳 

神农京植 小玉静香 朴树民 暂停 

三部 - - - -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出 9 
路 12 
伯 27 
林前 13 

出 10 
路 13 
伯 28 
林前 14 

出 11-12 
路 14 
伯 29 
林前 15 

出 12：22-51 
路 15 
伯 30 
林前 16 

出 13 
路 16 
伯 31 
林后 1 

出 14 
路 17 
伯 32 
林后 2 

出 15 
路 18 
伯 33 
林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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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