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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小孩子的样式                     杨美玲                          

有一天傍晚，我和儿子一起在院子里收拾花花草草。因为我们家是在一条小路的里面，所以时
不时会有车倒着进来。当时我在专心摘已经开败枯萎的花，儿子一个人在院子和小路之间玩耍。
突然他飞奔扑到我身上，我回头一看，一辆阿尔法气势汹汹地倒进来。当时天快要黑了，司机的
视野可能不是很好，再加上小孩子身高低，若不是他跑得快，后果不堪设想。2岁的小孩，都能
知道在遇到危险时，不是自己解决，而是立马跑到安全可信赖的地方。自己做了父母，也慢慢体
会到，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虽然会生气，但在孩子需要依赖自己的时候，心里更多的是欣慰与感
动。若是一个孩子过分独立，作为父母可能还会有稍稍失落。 
反思自己，虽然在祷告时总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可实际上在碰到困难时，却不愿意第一时间

去寻求神。往往第一反应是先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但许多时候，靠自己能力，常常会觉得事情
很难办。当试着把问题交托在神手中，才发现事情原来可以化繁为简，顺利解决。而自己一开始
的挣扎，不顺服，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 
即使这世上有太多琐事缠绕我们，我们在天父面前，也完全可以做个小孩子。他会包容我们的

任性，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包容自己的孩子，更何况是天父呢？只要我
们顺服，回转归神，天父其实一直都在等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
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 18:3 和合本)现在这世界越来越混乱，
若不仰望天父，真的很难去度过每一天。愿我们在神面前，都可以做单纯一心依赖神的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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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摆上的五饼二鱼成为神供应有余的神迹而祷告。 
4.为众弟兄姐妹们在摆上的过程中经历到负责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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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巴基斯坦祷告:位于亚洲南部,人口约 1 亿 8 千万,基督徒比例 0.6%,为基督徒在信仰上能坚
定站立，无所惧怕；具穆斯林背景之隐藏基督徒能与其他基督徒连结；求主的爱浇灌那些散播
暴力及仇恨的人。 

3.为牧者祷告: 为教会牧者们有圣灵的充满，丰盛的恩典牧养教会(朴樹民，宋秀雅，吕霏，林
佳世，朴恩珠，李建宏，李静，佐佐木龙仪，佐佐木诗子，崔柱锡，李民永，王虎，冯亦丹，
姜京植，陈玉，京都的金牧师夫妻)，在所站之地作美好见证, 大胆地宣扬福音；求主赐下丰
盛的恩典和刚强的信心。 

4.为以下肢体祷告: 1）为被感染的和身体不舒服的弟兄姐妹恢复健康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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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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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宁旭胡丽丽夫妇的孩子多多祷告，9/25-27
将入院为耳朵做手术，需要全身麻醉，求神帮助保守平安，不留后遗症；为涵涵明年进入但以
理学校开路，可以顺利搬家；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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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锦子、宋金萍、乔浩轩、李昊航、郑秀玲、冯釗文、 
陳明柯宇、马场福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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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网络同步      讲道：朴树民 

二部礼拜(中文)：  13:00～14:30   礼拜堂 4F             讲道：暂停 

三部礼拜(日文)：  12:00～13:00   礼拜堂 4F/网络同步      讲道：佐佐木龙仪 

青 少 年 礼 拜：  15:00～16:30   礼拜堂 2F               讲道：王虎 

儿 童 主 日 学：  10:00〜11:30  礼拜堂 3F               讲道：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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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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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虎 - 

7. 经    文 加拉太书 4：1-31 会众一同 - 

8. 证    道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朴树民 - 

9. 赞    美 主祷文 会众一同 - 

10.祝福祷告  朴树民 - 

 
本周背诵经文 
（罗 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
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约 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
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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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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主日(8月 14日)开始恢复正常礼拜。一楼礼拜堂 8/14 开始使用，主日学，青少年礼拜
都正常进行，大家可以到现场参加礼拜。 

  →主日礼拜时间如下： 
         10：00-11：30  中文礼拜(网络直播)   一楼礼拜堂 
         13：00-14：30  中文礼拜             一楼礼拜堂 
         15：00-16：00  日文礼拜(网络直播)   一楼礼拜堂 
  ※疫情仍然严重，请发烧等身体不舒服的弟兄姐妹继续参加线上礼拜。 
3.感谢神,新堂一楼装修预计 8月 13日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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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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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秋季修养会报名通知 
  感谢神，阔别多年的修养会，今年开始恢复。下面是今年秋季修养会的信息，欢迎大家报名
参加。 
1）修养会时间：2022/09/23-2022/09/25（周五-主日） 
2）修养会场地：山中湖の宿 コロコロ 

                 〒401-0502  山梨県南都留郡山中湖村平野６８５ 
  3）费用：2宿 6餐饮（不含巴士费用） 
     a. 大人・中高生：16,000 円;  b. 小学生：14,000 円;  c. 幼児：11,000円 
  4) 报名截止日期：2022/09/18 
5.礼拜堂安装了新的音响和摄影设备，需要经过音响系统培训的同工服侍。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音响操作培训，会有专家带领培训，培训结束后可以服侍教会的音响和摄影。请想要参加服
侍的弟兄姐妹跟朴树民牧师报名。 

6.8月 14日(下周主日)将举行圣餐式，请大家预备心参加。 
7.崔柱锡牧师一家暂时回韩国探亲，8/30回日本；请大家为崔牧师一家行程顺利安全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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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主日学 合计 

出席 - - - - - - 

奉献 ￥500 - - ￥500 

建筑奉献 上周奉献：￥60,000 合计：￥21,12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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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莉/黄新都 薛立文 贺莉 朴树民 张春雨/魏亚男 

二部 鞠艳华/于闵家兴 金元哲 鞠艳华 朴树民 宋秀雅/李民永 

三部 
佐佐木美佳 
吉田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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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20 
徒 24 
耶 34 
诗 5-6 

士 21 
徒 25 
耶 35 
诗 7-8 

得 1 
徒 26 
耶 36-37 
诗 9 

得 2 
徒 27 
耶 38 
诗 10 

得 3-4 
徒 28 
耶 39 
诗 11-12 

撒上 1 
罗 1 
耶 40 
诗 13-14 

撒上 2 
罗 2 
耶 41 
诗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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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