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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毛青燕

今年五一日光营会苏文峰牧师的讲道，在传福音的道路上给我带来了一种美好的启示，
神的话语也更加增添了我传福音的信心。传讲福音就是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使命。(罗
10:15)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
佳美 。” 是啊，福音传讲真的需要神的信心和恩典大能的光照，单单靠着我们自己的能
力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对于后期的培育和关怀，需要我们对每个传讲对象，借着来自于
天父圣灵的引导而为此真心付出，用祂的谦卑柔和将我们内心存于长久的温柔和耐心来引
领他们归向基督耶稣，好让他们能借着我们的言行真真切切的领受到上帝所带来的爱和恩
赐 ，真正明白来自于十字架上的救赎和恩典。亲爱的天父阿爸，让我们在传讲祢福音大能
的时候，用祢的圣灵时常引导我们有聪明和智慧的行事，并得着祢的信心和盼望，让我们
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有热心，还要有知识；有知识，还要有常识；有常识，还要有正确
的判断；有正确的判断， 更要有忍耐和对别人的关怀。我想这是天父祢特别为我们在传讲
福音道路上所预备的恩典。也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 1:28)我们传扬祂，是用诸
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罗 1:16)我
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这福音就如黑暗隧道里透过的一线光，照亮我们所有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加拉太书 5:5 和合
本)感谢赞美主！愿荣耀和主权归给爱我们的天父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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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快乐！求圣诞的快乐充满在这个世界！
2.求神继续施恩、怜悯日本，让失丧的灵魂早得基督之福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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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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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瑞士祷告:位于欧洲西部，人口约八百万,基督徒比例 4.4%,求主引导瑞士寻见只有祂能给的

恩典与慈爱，真正的财富。
3.为基甸小组祷告: 每个家庭以神为中心。在夫妻关系，育儿方面都有神的恩典。以神为家庭

的磐石，以圣经的教导为家庭的根基。工作上有神的保守看顾。为刚刚生产完的李云姐妹的
恢复，怀孕的首梅姐妹和思明姐妹的顺利生产献上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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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继续保守方
纯红姐妹完全恢复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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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缓解化疗中身体的不舒服,抑制
癌细胞的扩散,完全恢复赵丽娟姐妹身体的健康；4）柳永强弟兄的母亲廖玉萍于上周突发心
脏病去世，享年 87岁，求神安慰家人；5）为立文弟兄和春雨姐妹的女儿佳音祷告,12 月 8 日
会做牙齿的手术，需要全麻，求神保守手术的安全和顺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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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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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令豪

3. 祷 告 薛立文 李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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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蓓蓓

7. 见 证 孙珍珍 孙珍珍

8. 经 文 路加福音 1:1-25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9. 证 道 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朴树民 朴树民

10.圣 餐 式 钉痕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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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路 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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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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月 27 日主日开始待降节。请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庆祝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诞生。

3.12 月 25 日有圣诞节晚会，请各小组准备一个节目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请各小组组长

将节目名称，内容，时长等信息于本日告知王虎传道，以便于安排节目出场次序。

另外请弟兄姐妹们每人都预备一个圣诞节礼物，价格在 500 到 1000 日元之间，圣诞晚会时

有交换礼物的环节。

4.12 月 11 日(主日)16:00-18:00,但以理学校将举办“父母研讨会”，从澳大利亚来的专家

会就如何与孩子沟通为主题进行讲座，欢迎大家参加。

5.12 月 9 日-16 日，从澳大利亚有一家人来短宣，服事但以理国际学校和教会的父母们。请

为短宣事工有圣灵的充满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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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人 8 人 8人 18 人 121 人

奉献 ￥597,000 ￥1,910 ￥5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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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士斌/胡丽丽 何彪 高建平 朴树民 陈鸿苗/王虎

二部 陈非凡/乔浩轩 赵凯 胡道福 朴树民
宋秀雅

佐佐木诗子

三部
佐佐木诗子

高蓓蓓
佐佐木美佳 小玉静香 佐佐木龙仪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代下 2
约一 2
鸿 1
路 17

代下 3-4
约一 3
鸿 2
路 18

代下 5-6
约一 4
鸿 3
路 19

代下 6:12-42
约一 5
哈 1
路 20

代下 7
约二 1
哈 2
路 21

代下 8
约三 1
哈 3
路 22

代下 9
犹 1
番 1
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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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