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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耶稣基督救赎主(下) 贾玉静

三部曲：（恩典时期）“救恩临到我”。就在我人生最低谷，最孤独无助的时候，神差遣天
使（我的姐姐）来向我传福音，她告诉我说：“耶酥基督愛你，祂能拯救你，祂的爱能够保
护你，医治你受伤的心灵”。只要你愿意接受祂，作你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祂来掌管
你的一生，引导你，你就能成为神的女儿。那时圣灵就光照我，使我的心受感动，一股暖
流涌上心头，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我知道是主的爱吸引了我，我就接受了神，作我天
上的父，我作祂的儿女。从此我的心快乐起来……！

是我的主，让我重见了太阳照亮我心，使我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感谢神，是祂救我脱
离黑暗，带我进入奇妙光明国度；使我从此脱离了死和罪的辖制，赐给我在基督耶酥里，
永远的福乐和永远的盼望。主啊，谢谢祢，是祢让我找到了归家之路（天上的家园）哈利
路亚！我要大大的开口赞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主！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祢是
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诗篇：16:2）。 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祂的救恩高
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啊，谁能像祢，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
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诗篇：35:9-10）主啊，我要向祢宣告：“祢是我的神，除祢以外
再无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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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帮助华人和华人地区成为一个更讨神喜悦、更有爱、更成熟的群体。华人成为华人地区
以及全世界福音和祝福的管道。华人教会成为世界宣教祝福的源头。
3.为在日华人祷告，求神在我们身上作拯救、兴起的工作，并为“800,400,200”的异象祷告。
求神在日本华人中装备 800 位教会开拓者、开拓 400 各聚会所或教会、差遣 200 位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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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大祝福使用日暮
里堂,伯大尼堂,六本木堂,崇恩堂，及京都的聚会所，在所站之地作美好见证,大胆地宣扬福音。
2.为礼拜讨神喜悦，蒙恩祷告。求神带领更多迷失的羊回神的家。为参加礼拜的每一位经历神，
得医治，得恢复，有丰盛生命的交往祷告。
3.为新堂被神大大使用,成为拯救灵魂，造就门徒，祝福学校，世界宣教和日本宣教的基地祷告。
4.为整个日暮里教会秋天联合修养会祷告：1)修养会的准备及所有节目有主的保守，求主保守
出入的平安，求主在每个聚会中做工；2)通过修养会，日暮里教会四个堂在敬拜中更合一，彼
此连接成为有主荣耀的教会；3）参加的弟兄姊妹有更新，改变，复兴的恩典。
《特别事项》
1.持续为巴基斯坦的洪水停下来，灾民得到及时充足的帮助祷告；为俄乌战争得到和平解决祷
告；在灾难当中让万民更谦卑来到神的面前，除去一切贪心，更保护神创造的世界。
2.为新加坡祷告: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人口约四百八十万,基督徒比例 7.8%，为新加坡信徒能有智
能、胆量与自由、公开传讲耶稣基督；有更多事工直接关怀大量的贫苦外来移民；为富裕的基
督徒能坚定持守信仰，不崇拜物质享受。
3.为主日学祷告:求神保守孩子们的身心灵健康成长,从小敬畏神,爱神爱人;疫情蔓延下,保守
孩子们出入平安不被感染,在学校接受老师悉心教导,与同学和睦相,在家中与父母家人一同
敬拜赞美神;求主赐给他们喜爱主话语的心,谦卑顺服的性情,使福音的种子在每一个孩子身
上结出百倍的收成;同时保守主日学老师们圣灵充满,温柔有爱,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分享神的
话语,更深地认识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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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娟姐妹的母
亲山本良子周二入院，确诊为胆结石和胆管癌，求神医治山本良子姐妹，减少痛苦，保守她的
生命 3）为黄雅文的父亲黄国强食道癌得医治，求神祝福保守刚接受耶稣的信心。叫他有新生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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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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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方纯红姐妹疾病得医治，求神保守。7)为还未信主的弟兄姐
妹的家人祷告,求神怜悯他们，使全家得救的话语成全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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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树民

二部礼拜(中文)： 12:30～14:00 礼拜堂 1F 讲道：朴树民

三部礼拜(日文)： 14:30～15:30 礼拜堂 1F/网络同步 讲道：佐佐木龙仪

青 少 年 礼 拜： 14:30～15:30 礼拜堂 4F 讲道：王 虎

儿 童 主 日 学： 10:00〜11:30 礼拜堂 3F/4F 讲道：张春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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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淼 金淼

3. 祷 告 王德召 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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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莉 李弘基

7. 见 证 黄汀 黄汀

8. 经 文 以弗所书 1:1-14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9. 证 道 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 朴树民 朴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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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赛 53：6）“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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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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新堂一楼装修基本完工,可以正常使用;为建堂第二阶段的奉献祷告,求神恩赐余下 1/4，
大概 800 万左右的装修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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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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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带物品：渴慕及祷告的心，圣经，文具，医疗保险证，换洗衣物，外套，毛巾及洗漱用品，

吹风机，以及个人所需物品。
※有对食物过敏或者对其他东西过敏的弟兄姐妹，请提前告知。

4.本周主日开始礼拜时间调整如下：
10：00-11：30 一部中文礼拜(网络直播) 一楼礼拜堂
12：30-14：00 二部中文礼拜 一楼礼拜堂
14：30-15：30 三部日文礼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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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今天晚上 16：00 有越南语礼拜，请大家为越南语礼拜的兴起以及礼拜有恩典祷告。
6.朴树民牧师于 9月 14 日-21 日之间出差马来西亚，请大家为牧师行程的安全顺利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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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人 41 人 11 人 7人 21 人 130 人

奉献 ￥466,200 - ￥1,075 ￥466,200

建筑奉献 上周奉献：251,000 合计：￥26,64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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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平/史桢 何松 王永富 王虎 陈鸿苗/于茜

二部 高小梅/胡道福 王业鹏 黄佳平 王虎 宋秀雅/李民永

三部
佐佐木美佳
高蓓蓓

神农京植 吉田真希 佐佐木龙仪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撒下 4-5
林前 15
结 13
诗 52-54

撒下 6
林前 16
结 14
诗 55

撒下 7
林后 1
结 15
诗 56-57

撒下 8-9
林后 2
结 16
诗 58-59

撒下 10
林后 3
结 17
诗 60-61

撒下 11
林后 4
结 18
诗 62-63

撒下 12
林后 5
结 19
诗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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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