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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唯有在基督里                                金元哲 

今年年末年初，从 12月 29 日到 1月 9 日，是我们家过的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了。除了两天主日礼拜

以及礼拜六的赞美练习时间，剩下的年末年初的假期，几乎全部都用在了一件事情上——串门。而

且这些串门都有以下的共同特点：·1. 都是主内肢体的家庭；2. 都是好几个家庭一起聚会；3. 也

是最重要的一点，聚会中充满爱。其实，我本人是不那么喜欢聚餐的人。因为性格有一些自闭，所

以不擅长与人面对面的沟通，还有些懒，所以平时也不怎么招待客人在家里。但是在主里，我发现

自己可以客服这一切的问题，毫无负担的与人交流，走家串门，而且一点都不会厌倦或者乏累。因

为这里面有一些和一般世俗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约翰一书里共提到过 4次【彼

此相爱】。其中，“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4 章 7 节的经文如此

说。与日暮里国际教会一起经历了 12 载，其中有过阳光明媚，也有过风风雨雨，能坚持到现在，有

信仰的热心，有执着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一直有着真诚的爱心。”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

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发现，在教会里我们的爱并不是因为单单是

神的命令我们才会做，而是我们身上有着神的灵，而这灵里面就有着爱人如己。我们在基督里，是

同一个肢体。有谁会不爱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我们的分工不同，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圣灵的

风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自发的去爱他们。唯有在基督里，我们的爱才可以如此的真诚。我相信，

爱可以胜过一切。“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 4:8 

本周背诵经文 

（约 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

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一 3:18）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

和诚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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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东亚基督青年大会(2 月 22 日-24 日)祷告。大会顺利的进行，蒙大恩典，中日韩的年轻人
在宣教,礼拜，祷告里头成为一体，在爱中建立神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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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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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但以理国际学校的短宣祷告(2月 13日-18 日)， 整个短宣过程的安全和队员的健康有神的
保护, 短宣队的服事使当地人得益处、荣耀上帝，所有队员多多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 

3.为新西兰祷告:位于澳洲东南部，人口 450 万人，基督徒比例 56%，求圣灵让向来独立且崇尚
世俗的人民谦卑下来；在毛利族当中兴起委身的基督徒领袖；为基督徒移民能放胆传福音。  

4.为方舟小组祷告：在新的一年里，未信主的孩子家人被神拣选，生命更新变化成长，成为吃干
粮的信徒、师傅，为方纯红姐妹祷告在 12 日被确诊感染新冠，求神医治并保守心脏身体快速
恢复健康。求神医治赵丽娟姐妹，稳定病情，化疗顺利除去疲劳等副作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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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乐翠兰(洪律
的母亲)元旦被诊断出直肠癌。求主怜悯，赐下合适的医院和医治方法，拯救母亲的灵魂，坚定
洪律弟兄的信心；3）为金元哲的父亲祷告：现在好转了，意识也恢复了。感恩，继续完全得医
治，不发生感染的后遗症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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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 

儿 童 主 日 学：  10:00〜11:30  礼拜堂 3F/4F           讲道：高蓓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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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昭 孔令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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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钊文 冯钊文 

8. 经    文 以弗所书 4:1-6 会众一同 会众一同 

9. 证    道 为主被囚的保罗 朴树民 朴树民 

10.回应诗歌 为你离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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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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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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今天参加礼拜的每一位。求神保守，祝福。 
2. 除夕之日（21 日，周六）将举办饺子大会，详情另行说明。 
3. 1 月 27 日(礼拜五)晚上 18：00 在日暮里堂有音乐会(主要是日文赞美)。韩国合同神学

大学大学院，男声合唱团 Fratelli 来演出。欢迎大家来参加，更欢迎周围还没有信主
的华人，特别是日本人来参加。 

4. 东亚基督青年大会 2 月 22 日-24 日，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中日韩的年轻人在一起的三天
两夜的赞美，礼拜，祷告，交往。具体报名的方法请参考一楼礼拜堂入口处揭示版的宣
传单张。 

5. 恭喜祝福 1 月 10 日王业鹏/张首梅夫妇的第二个孩子（王意临，男）顺利出生，1 月 12
日胡道福/张宇埼的第一个孩子（胡苡茉，女）顺利出生。求神保守母亲和孩子的健
康，帮助母亲的身体恢复。 

6. 查经班开课通知 
题目：信仰的基础① 
期间：1 月 18 日 - 4月 12 日（每周星期三，19:30 - 21:00） 
带领：朴树民牧师，方法：线上（Zoom），费用：教材费 1,000 日元。 
内容及对象：作为信仰生活和教会生活的必须课程，想要更认识耶稣的人，需要灵命 

成长的肢体，要服事教会的同工必须要上这个课程。 
报名期间及方法：1 月 8 日 - 17 日， 向朴树民牧师报名。 

7. 据不完全统计，虽然在日华人约有 120 万，其中基督徒比例为 0.3%（3600 人），但跨
文化宣教士却是 0 人。作为华人基督徒，有义务为跨文化宣教做出贡献。特此，邀请
各位肢体参加以下宣教祷告会。 
时间：2023 年 1 月 26 日（周四）19:30 - 21:00 
地点：东京日暮里国际教会 1F 
举办：為海外宣教的日本華人宣教團 

8.今天 19:00 有 JCC（日本华人基督徒中心）的联合祷告会，欢迎参加。 
 

周中聚会 

聚会名称 方式 时间 担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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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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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41 7 10 18 116 人 

奉献 ￥263,200 ￥2,230 ￥26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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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广雪/林何清 何松 林晓冰 朴树民 陈鸿苗/于茜 

二部 黄汀/赵凯 李弘基 鞠艳华 朴树民 宋秀雅 

三部 
高蓓蓓 
吉田真希 

佐佐木美佳 高蓓蓓 佐佐木龙仪 - 

 

每天读经（麦琴） 

主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创 16 
太 15 
尼 5 
徒 15 

创 17 
太 16 
尼 6 
徒 16 

创 18 
太 17 
尼 7 
徒 17 

创 19 
太 18 
尼 8 
徒 18 

创 20 
太 19 
尼 9 
徒 19 

创 21 
太 20 
尼 10 
徒 20 

创 22 
太 21 
尼 11 
徒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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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okyo-n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