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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作为神的孩子，我很幸福！            许婉柔                      

感谢主，我来日本快五年了。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发现神的恩典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一
个大过一个的供应着我、祝福着我。当然会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但神用祂的恩典满足
我，使我知道我是他的宝贝公主，祂所爱的。曾经的我会尝试着靠自己的行为来满足神，
希望神能喜悦我。但是天父告诉我，在我有好行为前，他就已经喜悦我，是因为耶稣是祂
所喜悦的，所以我是神所喜悦的，既然如此，我为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取悦神呢？正因
为我时常软弱，那么耶稣才能在我里面时常刚强，使我刚强。当我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没有
任何能力，让祂来工作时，神使我看见人手无法完成的事被祂成就了，神要使他自己的荣
耀被完全的高举，就连荣耀神都是神的工作。我刚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认为作为基督徒
是一件很难的事，但现在神改变我使我知道作为神的孩子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的时候，我
真的感觉很幸福，因为不管发生什么都好，我的天父都没有停止他的保护、没有停止他的
工作，我可以安心靠着他给我的力量做我该做的事，做祂要我做的事。当我回头看，真的
一年比一年蒙福，越来越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祝福涌向我。而且我相信祂还有更好的要
给我，要给我们！作为神的孩子，真的是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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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礼拜堂装修完成，以及顺利全部交付使用祷告，也为弟兄姐妹在新礼拜堂礼拜蒙福祷告。 
4.为装修费用达成 2/3感恩，同时为还不足的 1000 万円以上的费用，有神持续的供应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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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布基纳法索祷告:位于西非内陆,人口约 1千 5百万,基督徒比例 8.9%,愿信徒按圣经原则解
决平穷问题，并克服依赖心理；断开邪恶力量，坚定归属耶稣圣名；愿原住民教会持续增加影
响力，并致力差传宣教。 

3.为方舟小组告:求主带领小组分享，恢复在耶稣基督里彼此扶持，彼此代祷的关系；感谢听祷
告的神医治了王立彬弟兄的腰痛；为赵丽娟姐妹的祷告，最近身体无力，九月初搬家，求主加
力量保守搬家顺利；为毛青燕姐妹的女儿王若琛回国工作有神的预备和祝福祷告；为薛来玉姐
妹的儿子薛成辉驾驶执照顺利合格祷告；为还未信主的家人孩子早日被神拣选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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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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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带领他们越来越 
认识神，保守坚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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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网络同步     讲道：陈  玉 

二部礼拜(中文)：  13:00～14:30   礼拜堂 1F            讲道：陈  玉 

三部礼拜(日文)：  15:00～16:00   礼拜堂 1F/网络同步     讲道：陈  玉 

青 少 年 礼 拜：  13:00～14:00   礼拜堂 4F              讲道：王  虎 

儿 童 主 日 学：  10:00〜11:30  礼拜堂 3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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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召 金元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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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桢 许婉柔 

7. 见    证  宋金萍 
韩勇 

宋金萍 
韩勇 

8. 经    文 诗篇 107：1-43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9. 证    道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陈玉 陈玉 

10.赞    美 主祷文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11.结束祷告  陈玉 陈玉 

 
本周背诵经文 

（提后 3：16）“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或作“凡 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书 1：8）“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

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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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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楼礼拜堂开始使用之后，教会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弟兄姐妹团契分享，期待大家有美
好的团契时间，彼此连结，有彼此相爱合一的肢体关系。具体安排请参考“教会使用
方法”表。 

3.感谢神，新礼拜堂顺利完工，也求神恩膏可以有智慧的使用礼拜堂。让教会成为福音
的基地，不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祝福，也可以把祝福带给周边的邻居，以及成为日
本人的祝福而祷告。 

4.朴树民牧师师母本周主日在お茶の水教会有分享信息的服事,请为牧师师母的服事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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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人 38 人 8 人 5 人 14 人 97 人 

奉献 ￥302,000 - ￥510 ￥302,510 

建筑奉献 上周奉献：591,000 合计：￥21,71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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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富/胡丽丽 何松 胡丽丽 朴树民 高蓓蓓/于茜 

二部 陈春国/李弘基 王业鹏 李弘基 朴树民 宋秀雅/李民永 

三部 
佐佐木诗子 
佐佐木美佳 

神农京植 佐佐木诗子 佐佐木龙仪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撒上 12 
罗 10 
耶 49 
诗 26-27 

撒上 13 
罗 11 
耶 50 
诗 28-29 

撒上 14 
罗 12 
耶 51 
诗 30 

撒上 15 
罗 13 
耶 52 
诗 31 

撒上 16 
罗 14 
哀 1 
诗 32 

撒上 17 
罗 15 
哀 2 
诗 33 

撒上 18 
罗 16 
哀 3 
诗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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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