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主內家人，新年蒙恩！ 

    冬日暖阳，感恩过去的 2021，有主的同在，使我们虽然身处被疫情笼罩的黑暗世界，却承蒙祂允許，在基督里

面有平安。回眸 2021 年，虽然疫情带来许多困扰，然而在基督里却带出了丰硕荣耀的事工，彰显了神自己莫大的

荣耀。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 100:4) 

 

抗疫乐捐  传递主愛 （详情请进入 JCC 官方网站）

2021 年上半年，疫情席卷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家，JCC 
发起了对为这三国的抗疫爱捐活动。100 人次的主内家人立刻回应， 
一个多月时间，奉献近 600 万日币（详情请进入 JCC 官方网站） 

支援了 18 家教会、 
孤儿院、戒毒中心、 
福音机构和宣教士建立 
的学校等等，帮助到 
那里最需要援助的人， 
使基督的爱得以彰显，主耶稣的名被宣扬。       （横田キリスト教会鮑儀） 

心系蒙古宣教士  甘作后方支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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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 3:18） 

    疫情中，蒙古国差派到外国的宣教士不得不回到本国， 
但他们的生活陷入非常的困境之中。得知此情，十几位 
在日华人基督徒以及国内的几位家人，同感一灵，迅速 
捐资了约 11 万 1 千人民币，使得在冰天雪地里的宣教 
士 14 个家庭和 12 位单身的主内家人度过了最艰难的 6 
                         个月的生活困境。陷入困境 
                         中的宣教士们感受到神不弃 
                         不离的爱，经历到神透过 
                         从未谋面的 JCC 的家人们 
                         彰显基督长阔高深的爱。 
                         从此，JCC 的同工和蒙古国 
                         宣教士通过网络，多次分享和交流，互相鼓励，彼此代祷扶持。更有出人意料的好消息，             
                         通过交流，蒙古国宣教士看到了日本的属灵需要，有几位宣教士立志要来日本宣教。 
                         感谢赞美主！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东京阳光教会朱穆） 



 

圣经易读学校  如火如荼  （详情请进入 JCC 官方网站） 
    2021 年，圣经易读学校继 2020 年在疫情中开拓的 Zoom 学习方式，再次如火如荼地开设了三期 Zoom 授课。每期

12 讲，每回都吸引了来自不同教会和地区的 40-60 位学员参加。学员们不只是听听而已，2021 年秋季班开始有课后作业，

其完成率达到 72％以上！自从 2017 年元旦，圣经易读学校登陆日本以来，历经 5 年，到了 2021 年，圣经易读学校第一

届讲员诞生了！陈玉，王彤，咸施妤，三位讲员。请看其中两位讲员的感恩见证。 

    感谢神！带领我进入到圣经易读课程当中，也感谢 JCC 给了我讲员机会，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使我不论

在阅读、还是在思想圣经-神的话语理论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当时为了完成这门课程的讲师培训，我历经了四年

的时间。这期间充满了神的恩典！在生命、力量、信心、跟主的关系上，我都在被主慢慢地改变。 

    感谢日暮里教会的朴牧师和师母，对圣经易读课程付出的爱心和帮助。 

感谢牧者们、同工们和弟兄姐妹们的忠心代祷。感谢陈玉传道带领我们讲员完成了最后 

的培训，并且通过 JCC 这个平台使这门课程得以在日本扎根、福音能够拓展！ 

    这门课程的事工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为了神的国度我会继续学习、受教、操练， 

和同工们配搭一起服事。期望我们传讲的圣经易读课程可以让听课的人碰到膏油、碰到生命、 

碰到爱！更期待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加入到我们当中，一起为共同建立神在地上的国而努力！  

                                                                      （讲员 東京聖書学院教会王彤） 

云端丰盛团契   精彩纷呈 
疫情期间，神在日本兴起了许多线上读经群，祷告群和查经班。 

李双姐妹家的主爱之家，韩玲姐妹家的恩典之家，陈玉姐妹家的美住伯大尼之家 

等等，在疫情中，都相应升入云端，Zoom 聚会。还有 20 多个线上读经群， 

热情高涨，天天读经、打卡。JCC 的“自我认识成长查经班”除了周日以外， 

天天上午 9～11 点，都有线上的圣经学习。每周一、四、五是查经，由玉传道 

带领，使用许多图片资料，逐字逐句考察圣经，然后大家提问、讨论、分享。 

查经开始和结束时，姐妹们轮流带领敬拜赞美和祷告，得到全面的操练和提高。 

周三和周六目前主要是一起观看一些牧师的解经讲道视频。每周二祷告会，有 

经文分享，大家同心合意为万国万民、为教会、为疫情等公共事项代祷，然后 

分组交流，彼此代祷。查经班还在玉传道的带领下，去公园传福音，也激励 

了很多弟兄姐妹参与随走随传的活动。  （東京日暮里国際教会伯大尼堂杨锦婷） 

每月联祷  圣焰更旺  （详情请进入 JCC 官方网站） 
2012 年开始的 JCC 联合祷告会，疫情中，在 Zoom 上汇聚了更多的海内 

外代祷的勇士们。6 月份的联祷，印度、缅甸和尼泊尔的宣教士们纷纷参加， 

分享了各自教会或团队在疫情中的福音拓展和神的怜悯；7月邀请了国内在 

医院工作的基督徒夫妇介绍职场 

的侍奉和传福音见证。8～11 月 

分别聚焦东京北部华人教会以及 

池袋、新宿、渋谷区、港区、品川区的共 20 家 

华人教会祷告！每月 JCC 联祷会，神复兴的烈 

火燃起祷告的力量，教会联合，将推动日本宣 

教复兴的浪潮。  （新宿大地教会大野倖辉） 



 

圣经易读  讲员心声 
【歌 1:13】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常在我怀中； 

【歌 1:14】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 

    这段经文是我此刻对神的感谢和思慕之心。 

2021 年在动乱不安的世界中，感谢神保守一切并使用我，成为日本圣经易读学校的讲员，这是多么大的福气！

以前认为能成为神国的子民就是福。如今更深悟“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 1:2）我

们正是福中之人。切慕渴想神，研读默想神的话语，能被祂拣选，分别为圣的归祂使用，并能与祂同工，感谢神赐

予我这样的“恩宠之乐”！ 

另一件感恩之事是这一年中灵命成长也曾经历了高低起伏，就如以利亚无法继续事工灰心丧气时，神给的信息

是：“你就跑你当跑的路，我的国我会负责。”神的应许，神的吩咐，让我欢喜，让我热泪 

盈眶！明白神的旨意，将眼目和境界放在神国度的救赎计划中，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最后，以罗马书 14章的一段经文作为结语。 

“因为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 

就为 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罗 14:17-18）。感谢赞美主！               （讲员 東京国際基督教会咸施妤） 

随走随传  撒种收割（详情请进入 JCC 官方网站） 
    藉着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契机，JCC 把握神所賜 

的机会，在日本掀起了福音单张随身带，随走随传活动。 

许多有使命感的弟兄姐妹们拿着福音单张，积极地走向 

各车站，公园，中华物产店，或者在家附近的大街小巷 

传播天国的好消息，拯救流离困苦中失丧的灵魂。 



  

布道勇士  有备而来  收获满满（详情请进入 JCC 官方网站） 
  随走随传活动中，感谢神，挑旺了弟兄姐妹们传福音的火热，为了更有效的传福 
音，金秋 10 月，举办了布道勇士特训班，34 名弟兄姐妹们踊跃报名，付上代价， 
为主装备自己。为主摆上的绝不徒然，大野弟兄去横滨出差，邀请特训班的在横滨的 
Joy 姐妹一起上街传福音。那天圣灵大大的做工，他们当场带领 13 名日本人决 
志信主了！还发出去 70 多张单张，只有一人拒绝不要。特训班挑战大家定好一个 
专门传福音的日子，陈姊妹决定在每周一去公园传福音，结果每次神都把预备好的 

人交给她。在日本，庄稼发白了，我们要求庄稼 
的主人打发我们去抢收祂的庄稼！ 
三次特训班上，有满满的收获，课程结束了， 
但从此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二，弟兄姐妹们再次聚首空中，交流过去一个月传     
福音的心得，见证和问题，彼此激励，争做基督的精兵。   （TNIC 雅亿） 

 
游子吟日文翻译  春秋岁月不徒然 
  早在 2016 年 2 月，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李敏姐妹，提交了博士论文，立刻提出组团翻译游子吟，5 年过去

了，来自 12 家教会的 17 名弟兄姐妹们，利用业余时间，默默地翻译着，直到今年 11 月终于翻译结束了。愿这本拯救

了成千上万名海外游子的力作的日文版也尽快问世，成为日本的祝福。愿神纪念弟兄姐妹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愿神祝福

参与游子吟翻译或校对事工的弟兄姐妹们：  段中瑞（池袋教会） 
* 李敏姐妹（淀橋教会）             韩露茜姐妹（阳光教会） 
* 李淼姐妹（東京国際基督教会）     吴晓璀姐妹（北京◯◯教会） 
* 高荣姐妹（新宿シャローム教会）   房亚宁姐妹（東京国際基督教会） 
* 王锡钺姐妹（亀有教会）           颖理姐妹（東京国際基督教会） 
* 黄雪琴姐妹（淀橋教会）           下岸葉子姊妹（OMS 教会） 
* 范之雅姐妹（所沢美国教会）       姜京植弟兄 （東京日暮里国際教会） 
* 巴明仁弟兄（淀橋教会）           陳玉姊妹（東京日暮里国際教会） 
* 刘芳姐妹（新宿シャローム教会）   藤嶋融姐妹（浜松国際教会） 

在此诚招：日文翻译，编辑，排版的同工，一起完成出版成书的最后的荣耀事工！ 
有志者请联系陈姊妹：080-6635-0986                      （TNIC 百基拉） 

 
联合事工——联祷祭坛 
    感谢神在疫情中使用 JCC，大大推动了日本福音向前的脚步！ 

特别是在疫情不断变化、各类病毒株席卷全球、全球生态变化、恶劣气候 

导致灾害增多、多国民生问题高危、封国封城的情况下，JCC 的在日华人同工有 

机会参加中国全国牧者建立的百年祷告、百年更新、百年复兴、百年宣教的祭坛， 

让我们有机会参与普世宣教，与世界各地华人一起同心同工、异地同时，为万国 

万民万族未得之地守望祷告。 

  主借着疫情震动世界、震动教会，普世患难中神借网络和实体礼拜推动福音 

的脚步，使我们突破局限、与主同工。 

  在联祷祭坛中，我们不仅品尝了主的恩典、能力和美善，我们也等候全然 

得赎的日子。在我们困倦的日子、软弱的时刻，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谢谢主，提 

醒我们福音的能力，我们感谢主！圣经但以理书 2 章 21～22 节写到：「他改变时 

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 

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                                 （埼玉上尾伝道会所教会 李红） 

 



 

联合事工——全球华人宣教大会 
    2021 年全球华人网络宣教会大会，于 7 月 29 日， 
特意为日本预备了专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 
们，在 Zoom 上聚焦日本，迫切为日本祷告。叫我们 
看到了神对日本的眷顾和怜悯。大会上，日本各地的 
牧者同工们，彼此配搭默契，向大会介绍日本的属灵 
状态和日本华人基督徒中心（JCC）的事工现状。 

                                
 

    这当中，感谢神，再次叫我们看到了神使用 JCC 成为连接   
教会的桥梁和通向海外的窗口。 
                                        （TNIC 陈玉） 
 

 

联合事工——24hr 守望祷告  （诗 133:1）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2021 年 8 月以来，JCC 应邀参加了 ALS24 小时不间歇祷告。我们 JCC 担当的是 

日本时间 5:00〜6:00，虽然清晨时间比较早，但是，非常感恩可以在新的一天的开始就 
来祷告与神相交。目前有来自日本的八位弟兄姐妹和两位来自国内的弟兄姐妹。每天弟兄 
姐妹们轮流来带领。在圣灵的引领下，同心合意，为万国代祷，为教会代祷，为宣教士代 
祷，为青少年代祷… 

感谢主！在祷告中，我们自身祷告的负担更深更广了；越祷告越贴近神的心，神国度 
的眼光也被扩展了。因着我们日本团队的加入，叫我们看到了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们也开始 
为日本这个国家有负担的祷告。在耶稣基督里，跨越历史遗留下来的隔阂，中日两国的基 
督徒们彼此代祷，叫天父的心满意足。 
    在这里特别感谢两位来自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黄弟兄和林姊妹。国内的时间比我们早一个小时。看到他们在

清晨 4:00，众人还在睡梦中，不容易的时间段愿意摆上，大大的激励了我们在日本的弟兄姐妹。 
    热烈欢迎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祷告大军。 
    感谢主！求神兴起更多的晨祷同工，愿 ALS24hr 祷告祭坛之火越烧越旺。（详情请进入 JCC 官方网站）   

（浜松国際教会藤嶋融） 

 

联合事工——24hr 全球接力祷告 
    “海归团队”发起的每月 26 日 24hr 不间断全球接力祷告，聚焦世界不同 
区域、各 1 小時守望祷告。2021 年初，JCC 应邀带领两个时间段的祷告： 
＊北京时间上午 11:00-12:00 为南美东部的国家祷告，主要是 JCC 线上查经 
班的姐妹们来带领，至今已经介绍和祷告了南美洲的近 10 个国家； 
＊晚上 7:00-8:00 为东亚国家祷告，主要由 JCC 的弟兄们负责，为日本，中国 
韩国，朝鲜，蒙古等国代祷。通过预备和参加全球 24 小时联祷，使我们对原来 
比较生疏的南美洲各国家有了近一步的了解，为他们的祷告也更有负担。26 日 
下午东亚国家时间段里，吸引了很多主内家人对日本、韩国等的一同守望祷告， 
点燃福音复兴的火焰。通过预备祷告会的事工，我也有了机会参与国内的联祷运 
动，和海归团队的家人们一起携手，同行在主所托付的大使命之中。 

                      （東京国際基督教会西船橋分堂李小燕）                 

                                     



 

 2022 年展望              

感恩 2021 年，神所赏赐 JCC 丰盛恩典之年。不平凡中，有神特别的眷顾。2021 年 12 月 12 日晚，为时

3 个半小时的感恩会，充满神荣耀的光芒，颂赞归与耶和华。 

    展望 2022，朴树民牧师通过（腓 3:12～14），给感恩会带来了美好精辟的信息「向着标杆直跑」，愿敬畏

上帝的每一位家人，从父神手中接过祂所赐的旌旗，为真理高高地扬起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直奔标竿，

荣耀主名。感恩会上，通过讨论和祷告，展望了 2022 年的异象和事工。倘若神许可，JCC 将开展一下事工： 

1、门徒训练：5 月 3～5 日，黄金周日光培灵营会（讲员：苏文峰牧师&期英师母）。 

2、布道：10 月全国巡回布道会（包括京都）（讲员：台湾范大陵长老）。 

3、传福音：随走随传更加有计划，有组织的具体展开。 

4、校园事工：求神赐百般的智慧，建立校园团契。通过教日语等方式，了解留学生的需要，并接触他们！ 

5、日本教会的联合事工：a 传道协会（玉传道担当），b 散居日本的外国基督徒聚会（朴牧师担当）。 

6、宣教「800-400-200」具体实施：成立 BOD 宣教团队，呼召、训练、差派、照顾宣教士等等，同步进行。 

         

  恳请为我们以上 6 项事工代祷。以马内利！ 

（埼玉上尾伝道会所教会王蘭菊＆東京日暮里国際教会陈玉） 

 

跨国越境的属灵伙伴～烈焰团队 
烈焰团队是一个在疫情中新生的福音机构，聚焦日

本，为日本天天祷告，为日本差派宣教士，为日本福音事

工经济奉献的团队。同时在教会中推广「把握 

时机」课程。每主日，他们有网上敬拜赞美，有 

日本牧者配搭、同工，分享神的话语和日本的 

属灵状况等等。烈焰团队从去年 11 月开始，每个月给 JCC

有固定的现金奉献。感谢神在 2021 年赐给 JCC 跨国的属

灵的伙伴～烈焰团队，尽享属灵的友谊！愿 2022 年，更

加彼此相爱，互相激励，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陈玉） 
 

财务简报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收入：                         

收到奉献（321,000 円＋4,000RMB）＋利息 13 円 

支出： 

宣教奉献（30,000 円＋2,100RMB）＋运营费 1,300,598 円 

（JCC 财务组） 

*其他爱捐活动等，按专款专项处理。 

详情均公开在 JCC 官方网站上。请点击进入。 

欢迎大家以奉献支持 JCC 事工 
 

联合事工——聚焦日本，同心祷告 
    今年东京奥运会不寻常的开幕式，引来了世界各地基督徒对日本加倍的关注， 
8 月，ALS、乘风拓浪相继邀请 JCC 介绍日本的属灵状态和华人事工现状。金门列国 
全球 61 天网上敬拜赞美也邀请 JCC 参与同工，一起为日本祷告。感谢神！感动了更 
多的海外主内家人把眼光投向日本！  
 
 
 
                                                                                               （JCC 雅亿） 

2022 年，愿您平安！愿您和您全家都平安！ 
 
愿耶和华尼西的神带来得胜旌旗， 
耶和华沙龙的神赐福每一位家人平安！ 
 
JCC 执委会一同 敬祝              http://tokyo-jcc.com/ 
2022 年元月                            

（JCC 简报组编辑制作。该组成立于去年 11 月，组员如右图。欢迎您加入 JCC简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