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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愿我们都成为有福的人              鞠艳华                   

我们小组每天早晨读经已经快两年半了。感谢神的带领和祝福。每天我们从着神的话语
中得到力量和帮助，非常的感恩。 
小组分享的时候，一位姐妹说：每天读经一个人很难坚持…缺乏软弱中需要彼此的鼓励

和扶持，所以我们开始了一起学习圣经。感谢 神美好的带领和祝福，我们是新旧约交叉
进行，一天一章发表一节感动经文，根据牧师礼拜讲道调整书卷内容，更好理解牧师的证
道信息。每卷书读完之后，再一起复习总结。在服待当中得到最多的是自己，和以前走马
观花式的读经截然不同。为什么不把这种好处分享给大家呢？在读経的一年零三个月之
后，邀请大家轮流带领，每人一卷书，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响应，特别疾病治疗中的姐妹也
主动报名，非常感动。两年多的疫情，经常参加网上礼拜，彼此很少见面。每天看到屏幕
上主内家人的名字，包括回国的姐妹，非常的亲切。在耶稣基督里彼此连结、一起成长何
等美好。感谢赞美主！ 
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充满了疫情、战争、地震⋯＂…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

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神的儿女只有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拿著圣灵的宝剑（神的
道）就是神的话语，用真理束腰，好在遇到试探的时候，才能站立得稳过得胜的生活。上
周礼拜结束后，牧师送给我的经文与大家共勉：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
为有福。（诗 1:2）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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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国祷告:位于西欧,人口约 6千百 2百万,基督徒比例 8.8%,属灵复兴将生命气息吹进
奄奄一息的教会及无数冷漠刚硬的心；福音的影响力转化改变贫民区；大量涌入的外国
人接触到充满活力的基督徒见证。 

3.为青年小组祷告: 求主带领要进入新的学校，新的职场的青年们可以很快适应；还在找
工作和申请学校的青年们也有神清晰的带领；青年们通过每天读经蒙恩，更新变化，更
爱神，为神而活的生活。 

4.为以下肢体祷告:1)感谢神李文杰刘洋夫妇的女儿李千允于 3 月 23 日顺利出生，请大家
继续为这个新生儿和这个家庭蒙神的祝福祷告；为邢秋花姐妹，李云姐妹祷告,秋花姐妹
妊娠血糖高的症状可以得到医治,李云姐妹孕期反应严重的情况有所缓解，求神保守两位
姐妹和腹中胎儿的健康，能够顺利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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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未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家人祷告,求
神怜悯拣选他们;4)新的礼拜堂已经开始了解体工事，求神继续保守一切顺利，下一步的
装修也有神的带领和帮助，也为早日可以使用新礼拜堂礼拜神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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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13:00～14:30   礼拜堂             讲道：朴树民 

三部礼拜(日文)：  15:30～17:00   礼拜堂/网络同步      讲道：朴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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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树民 - 

2. 敬拜赞美  林晓冰 林晓冰 

3. 祷    告  何松 王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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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丽丽 鞠艳华 

7. 经    文 约翰福音 18：1-19：42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8. 证    道 他们就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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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3：22-23）“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
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民 23：19）“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他说话岂不
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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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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拜形式恢复的报告 

考虑到日本疫情的情况，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参加现场礼拜的需求，教会的同工们开会

讨论了关于礼拜形式变更，做如下调整： 

  4 月 3 日主日开(今天)始，恢复正常礼拜的时间，即： 

一部礼拜 10:00 ～ 11:30；     二部礼拜 13:00 ～ 14:30； 

日本语礼拜 15:30 ～ 17:00;    青少年礼拜 15:00 ～ 16:30； 

儿童主日学 10:00 ～ 11:30; 

  1)主日礼拜，欢迎大家来到现场参加礼拜，但是如果有喉咙不舒服，发烧等症状的 

弟兄姐妹，请继续参加线上礼拜； 

2)儿童主日学，考虑到小孩子在病毒防护上不太容易以及主日学房间比较小的因素， 

暂定仅 5 岁以上，能够坚持戴口罩的孩子可以参加儿童主日学。 

※为众弟兄姐妹可以安心参加现场礼拜，请到现场参加礼拜的弟兄姐妹务必戴好口

罩，消毒，测体温，有喉咙不舒服，发烧等症状的弟兄姐妹请参加线上礼拜。 

3.感谢神，东京但以理国际学校的新生入学式和升级式顺利举行，恭喜祝福每一位新学

生升级生；三天的营会也圆满结束，感谢神丰盛的带领，每一个孩子透过各种活动都

有所得；求神继续引领但以理学校，每一个学生都有从神来的异象，能够越来越爱

神，敬畏耶和华上帝。也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为但以理学校的师生祷告。 

4.4 月 15 日(周五)晚上 19：00 在教会有受难日的特别祷告会，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参加

礼拜五的祷告会。 

5.4 月 17 日(下周主日)是复活节礼拜，预定会进行圣餐式，请各位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

下周的复活节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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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主日学 合计 

出席 30 人 20 人 9 8 人 10 人 77 人 

奉献 305,500￥ - 811 306,311￥ 

建堂奉献 上周奉献：1,416,500￥ 合计：6,85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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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蕊/高建平 王德召 赵蕊 朴树民 张春雨/于茜 

二部 郭云霞/高晓梅 金元哲 高晓梅 朴树民 宋秀雅/李民永 

三部 
吉田真希 
佐佐木诗子 

神农京植 吉田真希 朴树民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利 13 
诗 15-16 
箴 27 
帖后 1 

利 14 
诗 17 
箴 28 
帖后 2 

利 15 
诗 18 
箴 29 
帖后 3 

利 16 
诗 19 
箴 30 
提前 1 

利 17 
诗 20-21 
箴 31 
提前 2 

利 18 
诗 22 
传 1 
提前 3 

利 19 
诗 23-24 
传 2 
提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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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