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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礼拜！ 祈祷！宣教！ 朴树民

9月 23日至 25日 我们教会举行了秋天修养会。这是隔3年举行的修养会。

因还有新冠肺炎和台风的影响，之前有一点担心。但是我们的期待超越了担心。
总之，这三天的修养会时间真的是幸福和祝福。 遇见新的人,更深入地了解已
认识的人, 这是明确的祝福。 我们在这三天里享受了很多这样的祝福。 还有

四个教会一起礼拜, 可以更深入到赞美、神的话语、祈祷里头。 另外，宿舍
大小正好适合我们。不太大不分散，不太小没有不方便。宿舍的饭菜也很好。
可能是因为亲手做的食物很多，每次都觉得很有诚意。 可以说, 通过修养会,

我们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 感情也增加了。 最后一天聚在日暮里堂的新礼拜
堂, 进行了 4 个教会的联合礼拜, 也举行了圣餐式。通过共同分享一位耶稣基
督的身体和宝血，在圣餐中更成为一个身上的肢体了。上帝对我们教会的旨意

很明确。是 "礼拜!" “祈祷!","宣教!"。 我相信，我们尽力做到这三点时的
时候，会更加完成上帝的旨意。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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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利时祷告:位于欧洲西北部,人口约一千万,基督徒比例 1.2%，为法兰德斯人与瓦隆尼亚人
能够和好；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外交官与国际组织能发挥更多基督教的影响力；为有更多训
练完备的牧者能造就年轻基督徒祷告。

3.为方舟小组祷告:求主坚固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按照所听的道，生命更新；活出与蒙召的
恩相配的生活；更多的人参加每日读经和小组分享、未信的家人早日得救；为赵丽娟姐妹祷
告，已做过一次化疗，治疗時間大约需要 3 个月（两周一次）求主借著化疗完全的醫治；为
方纯红姐妹 11 日做 CT 的检查祷告，求神保守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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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黄雅文
的父亲黄国强弟兄接受洗礼，成为主内肢体，继续为黄国强弟兄食道癌的医治祷告，求神缓
解他身体疼痛，恢复他的行动力，保守他受洗的新生命；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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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方纯红姐妹疾病得医治，肺部有阴影，身体乏力，
求神保守医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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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晓冰 张家俊

3. 祷 告 薛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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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真希 町田辉

7. 见 证 柯浩然 柯浩然

8. 经 文 以弗所书 2：1-10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9. 证 道 我们是神的工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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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
女。”

（启 3：20）“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
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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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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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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知道神赐给我们礼拜堂
的旨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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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37人 10 7 26 人 128 人

奉献 ￥493,266 - ￥6,635 ￥499,901

建筑奉献 上周奉献：499,000 合计：￥27,33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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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立文/宋金萍 王德召 吉田真希 朴树民 陈鸿苗/于茜

二部 鞠艳华/芒来 金元哲 张扬 朴树民 宋秀雅/李民永

三部
小玉静香
吉田真希

神农京植 佐佐木美佳 永井敏夫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王上 11
腓 2
结 41
诗 92-93

王上 12
腓 3
结 42
诗 94

王上 13
腓 4
结 43
诗 95-96

王上 14
西 1
结 44
诗 97-98

王上 15
西 2
结 45
诗 99-101

王上 16
西 3
结 46
诗 102

王上 17
西 4
结 47
诗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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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