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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上帝赐给了我们新的礼拜堂              朴树民                                      

上帝赐给了我们新的礼拜堂，从 7 月 3 日起我们开始在新堂进行礼拜。新堂里有足够的
空间, 教会的所有聚会就都可以稳定地进行了。一楼的装饰还没有完成，所以使用上有一
点复杂。但是，已经可以有余地进行各小组聚会了。祷告祝福弟兄姐妹们在新堂有充分享
受相互交往和彼此相爱宝贵的时间，期待会有更多新的生命的分享在新礼拜堂进行。 
新堂不仅仅是为我们日暮里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是为在日华人准备的地方。希望新堂能

成为观察华人的需要并回应他们的需要的场所。通过在新堂举办婚礼、葬礼、演讲、音乐
会等活动可以服侍在日本的华人。祷告更多的华人听到生命的福音，获得新的生命，重新
开始新生命的生活。 
也为周围的日本人祷告，更多的日本人接受耶稣。新礼拜堂周围全是日本人邻居，希望

我们搬到这里能成为他们的祝福。祈祷我们在新堂的生活能成为美好的见证。我相信，在
沙漠里开江河的主，通过在新堂举行的所有集会，将生命的活水浇灌在我们当中。 
最后一个，祝福新堂成为宣教的中心，成为华人宣教和研究散居华人研究的中心。【以赛

亚书 43:19】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
路，在沙漠开江河”。 

 

拯救灵魂‖造就门徒‖世界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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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新堂成为开启日暮教会新事工的基地 
4.为新堂成为日本华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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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土耳其祷告:横跨欧亚两洲,人口约 7 千 8 百万,基督徒比例 0%,求神扭转人心，去除人
民对基督的偏见；求神让领导阶层有智慧，以和平调停右派分子和极端伊斯兰信徒之间
的对立；尽管大环境愈发仇视逼迫基督徒，愿主福音广传，满有大能大力。 

3.为基甸小组祷告: 为夫妻关系和睦,养育孩子有智慧而祷告;在家庭里，以神为家庭的磐
石,以圣经的教导为家庭的根基;工作学习有神的保守看顾,更多的依靠神;在新的礼拜堂
里,更加的敬拜神。 

4.为以下肢体祷告: 1）为李云，张首梅和张宇琦三位妊娠中的姐妹祷告，求神保守母子平
安健康，可以顺利生产;2)为高小梅姐妹的婆婆王云华祷告，患有胰腺癌，已经化疗两次，
求神保守癌症治疗有效果，也求神拣选王云华成为主内肢体；3)求神医治任硕劼姐妹母
亲的眼睛，可以完全康复；4）求神继续医治保守缓解小玉弟兄血压高的症状，可以完全
康复;5）为王立彬弟兄的腰痛祷告，有时因疼痛无法行走，求神怜悯，医治立彬弟兄的
腰；6）为牟士斌弟兄的母亲柳向霞祷告，甲状腺结节，有病理肿瘤，淋巴肿大，也有胃
痛和睡眠不好的问题，求神怜悯医治；7）为薛立文弟兄一家祷告，工作中成为浓密接触
者，求神保守一家不被感染；8）为还未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家人祷告,求神怜悯拣选他们。 

 5.为迎接受洗的弟兄姐妹祷告:张家俊,叶凌峰,芒来,高锦子,乔浩轩,郑秀玲,宋金萍, 
陈明柯宇,陈子旺,方纯红,李昊航,及川静代,柯浩然,冯钊文。求神带保守受洗学习 
的全过程,通过学习更深的认识神；求神保守每一位预备心，顺利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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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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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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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元哲 金元哲 

3. 祷    告  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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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蕊 鞠艳华 

7. 经    文 加拉太书 1:6-24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8. 证    道 要得神的心 朴树民 朴树民 

9. 圣 餐 式 奇异恩典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10.赞    美 主祷文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11.祝福祷告  朴树民 朴树民 

 本周背诵经文 

（利 19：11）“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 

（徒 24：16）“我因此自己勉励，对 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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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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堂场地的使用说明(2022/7/1-8/13)： 

 
3.新礼拜堂使用规则：  

1）主日教会停车场不开放； 
  2）2 楼～4 楼室内需要脱鞋； 
  3）电梯仅限于高龄者,孕妇和身体不便者使用； 
  4）禁止进入各楼层的阳台和天台区域，特别是孩子不要逗留在电梯附近等会产生危险的地方； 
4. 7/18 受洗式相关通知 
  1）受洗式时间：7 月 18 日（周一，日本假期） 
  2）受洗式地点：バーベキュー場谷合 

（042-598-0017 〒190-0212 東京都西多摩郡檜原村３９５） 
  3）费用以及集合时间和地点： 

巴  士：每人 2,000￥；         8：45 在日暮里车站前集合，9：00 准时发车 
自驾车：每台车停车费 1,000￥；10：30 在受洗式现场集合 

  4）午餐：教会不提供午餐，请自行预备 
5.感谢神,新堂一楼装修已经开始,预计 8 月中旬完工,求神保守装修顺利;也为建堂第二阶段的
奉献祷告,求神恩赐余下 50%的装修费用。也请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奉献支持,奉献方式如下： 
1) 使用为新堂装修的专门奉献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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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账号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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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人 40 人 7 人 8 人 18 人 122 人 

奉献 290，000￥ - 2.190￥ 292,190￥ 

建筑奉献 上周奉献： 10,000￥ 合计：20,2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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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丽丽/史桢 何松 史桢 朴树民 高蓓蓓/于茜 

二部 高小梅/黄佳平 金元哲 高小梅 朴树民 宋秀雅/李民永 

三部 
吉田真希 
小玉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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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11 
诗 144 
耶 5 
太 19 

书 12-13 
诗 145 
耶 6 
太 20 

书 14-15 
诗 146-147 
耶 7 
太 21 

书 16-17 
诗 148 
耶 8 
太 22 

书 18-19 
诗 149-150 
耶 9 
太 23 

书 20-21 
徒 1 
耶 10 
太 24 

书 22 
徒 2 
耶 11 
太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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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