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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他牧养羊群和羊 孔令豪

我这暂且短暂的一生里主要参加了四个教会——我长大的地方秦皇岛非拉铁非教会、老家瑞安
劈柴担教会、大学的城市杭州迦南教会葡萄树团契以及目前所在的东京日暮里教会。神让我亲眼
见证了每一个教会的建堂。

老家的教会在我小学的时候，从小平房建成了五层高的教堂。秦皇岛的教会印象里至少搬了六
次家，最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教会。大学的团契在两年半里搬了三次家，最终也有了固定的团契
场所。诗篇 51:18 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当我听到日暮里教
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教堂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神赐给我的恩典和见证。

年初的时候遭到魔鬼的攻击，考试的失利加上丢了钱包，损失了 8万円，让我一度非常失落。
神借着身边的教会和亲朋好友安慰我，让我慢慢从沮丧中走出来。日本政府发放了 10万円特别
给付金，也弥补了经济上的损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知了教会要搬家的消息，我非常受鼓舞，
真实体会到了自己就是上帝拣选的小孩的感觉。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次一定要凭借自己能
力为我经历的第四次建堂做些什么。我想将政府发的给付金全部献给教会，但说实话内心对这笔
“失而复得”的钱还是有些舍不得。这时神让同学推荐了我一份非常适合的工作，最终我在没有
任何负担的情况下，奉献出了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自己甚至有了富余的钱。我不禁想到了耶稣
五饼二鱼的神迹，没想到在我身上再次上演。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
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 11:28-38）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
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以赛亚书 40:11）愿上帝随他的美意，善待他建立的每一座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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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男女差别问题和最近的游行示威可以顺利解决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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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乌干达祷告:位于非洲东部,人口约三千一百万,基督徒比例 37%,为乌干达人民需要神的平

安与医治，求神兴起国中敬虔的领袖祷告；为教会充斥假教师与贪腐，求神复兴与洁净。
3.为牧者祷告:求神把好牧人的心，充满的信心，智慧赐给日暮里整个教会的牧者们；为朴树民

牧师一家(宋秀雅，喜珠，喜媛)，为佐佐木龙仪牧师(诗子师母)， 为崔柱锡一家(李敏英师
母，施温，施佑)，为王虎传道一家(冯亦丹师母)，为陈玉传道一家(姜京植弟兄)，为吕霏牧
师一家(佳世师母，惟道)，为朴恩珠牧师，为李建宏牧师一家(李静师母，迦南，述恩，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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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纯
红姐妹检查结果显示肺部阴影不是癌细胞，治疗的药物也减少一半，求神继续恢复方纯红姐
妹的身体；也为方纯红姐妹的母亲宋桂芝姐妹肺部结节和弟弟方春强心脏血管堵塞问题祷告，
求神恢复健康；3）为赵丽娟姐妹祷告，现在每两周化疗一次，身体感到乏力，不舒服，
求神抑制癌细胞的扩散，恢复赵丽娟姐妹身体的健康；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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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苗/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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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扬

3. 祷 告 何彪 赵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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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町田辉

7. 见 证 郑淑华 郑淑华

8. 经 文 路加福音 17:11-19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9. 证 道 忘记感恩的时代 朴树民 朴树民

10.圣 餐 式 奇异恩典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11.赞 美 主祷文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12.祝福祷告 朴树民 朴树民

本周背诵经文

（赛 26：3）“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彼前 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 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N22-46 2022.11.13

http://www.tokyo-nic.com TEL: 080-4183-2347 080-3026-3102 116-0012 東京都 荒川区 東尾久 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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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月份开始教会整个礼拜是以现场礼拜为主的，欢迎大家多参加现场礼拜。

3.今天是感恩节礼拜，众弟兄姐妹带感恩的蔬菜，水果来到教会，一起向神线上感恩，感谢

神这一年以来丰盛的供应；让我们不仅是在感恩节这一天感谢神，在生活中也常常纪念神

的恩典。

4.圣诞节洗礼式：12月 25 日（礼拜天），在教会礼拜堂举行洗礼式。还没有受洗，已经接

受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王的人，可以向朴树民牧师报名接受洗礼。

1）报名期间：2022/10/16 - 2022/11/20

2）洗礼班学习期间：2022/11/20 - 202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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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人 50 人 11 人 7人 23 人 132 人

奉献 ￥212,000 ￥1,040 ￥213,040

建筑奉献 上周奉献：30,000 合计：￥29,36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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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蕊/史桢 何松 韩勇 金钟九 张春雨/王虎

二部 高小梅/黄汀 李弘基 鞠艳华 金钟九
宋秀雅

佐佐木诗子

三部
佐佐木诗子
吉田真希

佐佐木美佳 高蓓蓓 金钟九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王下 25
来 7
摩 1
诗 144

代上 1-2
来 8
摩 2
诗 145

代上 3-4
来 9
摩 3
诗 146-147

代上 5-6
来 10
摩 4
诗 148-150

代上 7-8
来 11
摩 5
路 1：1-38

代上 9-10
来 12
摩 6
路 1：39-80

代上 11-12
来 13
摩 7
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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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