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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我们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下) 高蓓蓓

不要依靠自己的感觉。大部分人都活在感性当中，凭感觉行动。男人理性点，女人感性

些。但是感觉和信心是两回事。当我们活在感觉当中，就会表现得情绪化，一会儿刚强，

一会儿软弱，波动不断。我感到“恐惧”“内疚”“羞愧”“我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想要一

些东西”……情绪与欲望常常揭示着我们的内心，不要让这样的情绪磨灭了我们的信心。

希伯来书 11：1 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现

象和感觉，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可以发现很多的美，发现神的恩典，发现神的作为，不丧

气，不失去盼望，神的慈爱不动摇，神的应许不改变，这是我们的信心。

使用信心，采取实际行动，去爱。我们可以敬拜赞美、感恩。写下神给我们的恩赐，参

加灵修、查经，与人和睦，说鼓励的话语，向需要的人表示关心、爱心并伸出帮助和祷告

的手。

还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人生目标吗？神创造我们，是给了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荣耀

神，要彰显祂的名，我们一小步一小步的信心和顺服，就是向这个人生的目标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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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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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柬埔寨祷告: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人口约一千五百万,基督徒比例 1.6%，求主看顾贫苦与受
压迫的百姓，求神引导柬埔寨国王治理这地。

3.为蒲公英小组祷告:求神帮助各个家庭信仰上有更活泼的生命;求主赐智慧在夫妻关系的学习
中更多的领受神的旨意与恩典;弟兄姐妹间有更多，更好的分享;为预备要上但以理学校的各
个家庭预备道路;求主带领还不能来教会做礼拜的家庭能够坚守在基督里;每个家庭的亲子关
系都有圣灵的带领，并赐父母智慧;求主带领郑淑华姐妹的女儿认识主，高考中有祝福;何清
姐妹家找房子的事有神的带领与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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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雅文的父亲
黄国强食道癌的医治，一周前做了胃造瘘手术，出院后有严重的癌痛，在床上无法移动，求
神缓解他身体疼痛，恢复他的行动力；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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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感谢神，多多耳
朵的手术非常顺利，继续为耳朵可以完全恢复祷告；5）为方纯红姐妹疾病得医治，求神保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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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蓓蓓/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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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佳平

3. 祷 告 何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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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证 李昊航 李昊航

8. 经 文 以弗所书 1：15-23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9. 证 道 教会是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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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

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多 3：5）“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

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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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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奉献简报：9月 30日上午教会付完了田岛公司剩下的建筑费用,这样我们教会付完了
田岛公司的整个建筑费用,而且我们已经付完了音响设备的费用和进口的椅子费用。感谢赞
美主教会能付完建筑费用,哈利路亚！同时,求神继续供应还需要的有一些费用,比如看
板...等。现在教会的存款只剩下 131,918円,跟刚开拓的教会一样,求神继续供应给我们！

2.感谢神，神赐给我们新的大礼拜堂，神赐给日暮里国际教会满满的恩典和祝福。教会将于
2022 年 10 月 16日下午 16：30 举行献堂礼拜，欢迎大家参加。也请大家为献堂礼拜整个
过程顺利祷告，为弟兄姐妹在新的礼拜堂更蒙恩祷告。

3.青年部于闵家兴弟兄和ホア将会于 10月 22 日下午 15：00在教会礼拜堂举办婚礼，求神祝
福新的家庭，耶和华的祝福满满。

4.山本良子姐妹的葬礼于 9 月 24 日顺利结束，求神继续安慰家人。另 10 月 30日（主日）下
午 16：30 在教会礼拜堂举行山本良子姐妹的追思礼拜，为礼拜有充满的恩典和平安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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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 人 - - 14 人 97 人

奉献 ￥299,000 - ￥0 ￥299,000

建筑奉献 上周奉献：86,000 合计：￥26,83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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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纯红/王永富 薛立文 胡丽丽 朴树民 张春雨/魏亚男

二部 乔浩轩/黄佳平 金元哲 町田辉 朴树民 宋秀雅/李民永

三部
吉田真希

佐佐木诗子
佐佐木美佳佐佐木诗子 佐佐木龙仪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王上 3
弗 1
结 34
诗 83-84

王上 4-5
弗 2
结 35
诗 85

王上 6
弗 3
结 36
诗 86

王上 7
弗 4
结 37
诗 87-88

王上 8
弗 5
结 38
诗 89

王上 9
弗 6
结 39
诗 90

王上 10
腓 1
结 40
诗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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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