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神 週 報
顯現後第七主日（2022/2/20-2/26 聖壇主色─綠）
本週箴言：(耶穌說：)「你們要仁慈，像你們的父是仁慈的。」（路 6:36）
本月箴言：即使生氣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弗 4：26)

感謝神垂聽禱告
 感謝主！上週註冊順利
結束。求神保守新學期
師生身體健康、課業服
事盡皆順利。
 感謝主！上週樹林泰友
教會在一間泰勞宿舍舉
辦佈道活動，有許多泰
國人聽到福音。

學院資金及募款
 請為學院推展神學教育
和募款的信能確實傳遞
神學教育負擔，感動堂
會弟兄姊妹支持信神的
事奉。
 請為擴建支出之內裝、
設備等工程款及經常費
周轉共1692萬元借款能
儘速清償，求神帶領和
供應。
 請為定期發行的代禱報
及院訊能明顯增加學院
支持者及奉獻代禱。
 請為學院各單位能更有
效的與各董事單位及教
會連結，得到更多的支
持代禱。

學生代禱
 請為Covid-19疫情禱
告，求神保守新學期的
上課和活動不受干擾。
 請為同學們新學期的學
習和教會/機構實習代
禱。
 請為院本部和信徒神學
教育處新年度的招生禱
告。

奉獻專線：
03-5710023＃3120 許曉芬處長
03-5710023＃3110 張玉絲主任

全球、國家、社會
1.請為全球 Covid-19 疫情禱告。歐美國
家陸續研擬開放邊境並放寬隔離政策，
但亞洲數國(日本、香港、越南)仍有疫
情爆發。求神保守各國政府有智慧擬訂
防疫措施，也為疫情能盡快平復禱告。
2.烏克蘭與俄羅斯局勢持續升溫，烏克
蘭東部分離主義分子和烏克蘭軍隊間的
戰爭自 2/18(五)起再度於烏克蘭東部地
區上演。請為烏克蘭和俄羅斯禱告，求
神保守兩國領導人有智慧以和平方式處
理國際問題，保守當地人民的平安。
3.為本週全台濕冷禱告，求神保守年長
者及心血管疾病者留意保暖，也保守台
灣疫情不致產生太多變化。

宣教禱告
 為萬民禱告~「尼泊爾」
1.尼泊爾是南亞喜馬拉雅山脈地區的內
陸國家，人口約有 2900 多萬。自 2006
年內戰結束後，2008 年正式成立尼泊
爾聯邦民主共和國。尼泊爾受印度教影
響很深，多數民眾同時信仰印度教及佛
教，占全國人口的 91.3%，另有 4.4%
的穆斯林和 3.6%信仰原始宗教。目前
尼泊爾禁止非官方宗教的傳教活動，但
近年基督教卻是國內成長最快的宗教。
2.天父，我們為尼泊爾的教會禱告，求
主保守他們面臨新憲法的壓力，以及印
度教民族主義者日益增加的敵意下，仍
能保持信心彼此團結，成為神的見證和
祝福的管道。求神賜福當地的教牧同工
和宣教士，並為基督教廣播事工開路，
使更多人民能聽見福音、接受救恩。
 泰友教會：
1.感謝主！上週樹林泰友教會在一間泰
勞宿舍舉辦佈道活動，有許多泰國人聽
到福音。
2.下週日(2/27)觀音泰友教會的王尼牧師
和她的先生 SOMKIT 與湖口蒙福之家
舉辦福音運動會，請為當日天氣、活動
順利，並有更多人聽到福音禱告。
3.請為泰國移工能自由離開宿舍，並正
常參與教會活動禱告，目前有些教會只
有 25%的信徒能參加崇拜。
4.泰國有兩對夫婦蒙召成為宣教士，請為
台灣開放申請外國人宣教簽證，以及他
們來台所需的經費禱告。
5.台中泰友教會目前有 80 位信徒聚會，
大多需要接送，但只有 2 輛福音車，其
中 1 輛較老舊有許多問題。請為福音車
的維修和購買的經費禱告。
 收容所／監獄福音事工：
1.目前已印製越南及印尼文的福音小冊，
預計要發給全台1600位外籍收容人。請
為監獄/收容所負責人願意發放福音小
冊、並讓收到的人都得安慰禱告。
2.目前監獄以會客方式一天輔導3人(各15
分鐘)，來回浪費許多時間。求神保守
監獄/收容不因疫情減少會客時間。

3.全台4間收容所因疫情停止會客，但許多
外籍收容人需要輔導。請為全台收容所
盡快開放會客，使更多收容人能夠得到
幫助禱告。
4.請為三峽台北收容所的女性收容人禱
告，收容所提供的餐食白飯分量不足，
因此親友會帶餅乾點心給她們，但目前
收容所禁止送食物，請為她們得到飽足
禱告。
5.請為監獄/收容所事工經費不足禱告，求
神保守更多人願意為此奉獻。
註:以上泰勞之友教會及收容所/監獄福音事
工禱告事項由夏牧師提供，若有進一步關心
事項，請洽夏牧師分機 4414。

學院動態近況代禱
 院長室：
1.近期行程：2/27[神學主日]北門聖教
會。
2.為學院人事組織整體的規劃能更合乎目
前需要禱告。
3.請為林盈沼老師術後右腿大片筋膜發
炎，疼痛難行代禱。為院長秘書董俐元
手指受傷手術恢復代禱。
4.為儲備師資目前已在接受裝備者及其他
候選人禱告。
5.請為北美信神之友（FCLST）推動網上
神學教育的事工代禱。
 教務處：
1.學期即將開始，求主保守開學一切行政
事工順利，也為同學們預備心回學校上
課代禱。
 路德神學研究所：
1.請為神碩 7 位同學、教博 2 位同學，這
學期撰寫畢業論文順利代禱，求神保守
同學們論文都能如期完成。
2.本學期神碩開設二門課程「路德神學研
討 II」、「新約專題研究」，求神保守
老師備課和同學上課都順利。
 學務處：
1.請為早崇拜講員代禱：2/24(四)谷寒松
神父分享專題「The living God in my
three vocations」；3/1(二)施以恩老師證
道，主題「因一切好處而歡樂」。
2.請為2/23(三)宣教團契講員代禱：
YiPing Chu(YWAM青年使命團)。
3.請為2/22(二)單身宿舍會議、2/23(三)有
眷宿舍會議，及3/15(二)第二次學生會
會議順利禱告。
4.請為暑期短宣隊規劃籌備禱告：求神保
守營隊活動不受疫情影響。
 教牧關顧中心：
1.輔碩專業實習即將開始，請為神學生陪
談有主的同在與智慧，能夠榮神益人。
2.3/21(一)即將舉行「滑世代的牧養挑
戰」講座，由馬永年、梁婉華老師主
講，求主保守講員與同工在準備過程一
切順利，蒙神喜悅！

 行政處-企劃部：
1.為老師們在各堂會主日證道，往返
平安禱告：2/27(日)北門聖教會-陳
農瑞院長；頭份全福教會-施以恩老
師；循理會安康教會-謝娜敏老師。
2.三月份院訊預計2/21定稿，求神保
守送印過程與寄送名單整合作業順
利。
3.請為APELT講座禱告，因講員林盈
沼牧師身體狀況，講座預計延期至
10月進行，請為講座活動安排禱
告。
4.為林盈沼牧師的身體盡快康復禱
告，也為神學主日及講道安排找到
適合的代理人選禱告，求神保守。
 信徒神學教育處-信徒事工部：
1.請為新課程老師備課和學生學習禱
告：台北靈光堂課程「宣道學：解
放萬民的福音」-陳農瑞牧師；豐原
豐恩堂課程「路德小問答」-陳冠賢
牧師。
2.為擔任遠距線上導師的潘立言牧師
禱告，批改學生作業時能專注並有
智慧。
 信徒神學教育處-基宣部：
1.請為1-3月課程禱告：為學生學習、
老師備課、以及課程不受疫情影響
禱告。
2.為5-7月課程已安排底定獻上感恩；
並請為老師們的備課代禱。
3.請繼續為9-11月的課程與老師安排
代禱，求神預備。

師生代禱

合作教會得勝堂

◆夏義正牧師：
1.請持續為夏牧師、夏師母為監獄的
信徒忙碌禱告。夏牧師、師母目前
每週需要多花40個小時在往返監獄
的路程中，請為監獄能盡快開放查
經班禱告。
2.為夏師母需要寫很多信安慰關心收
容人禱告。
3.目前日本因疫情再度禁止外國人入
境，請為校友黃鈺惠傳道申請宣教
簽證順利禱告。
◆第一輔導小組：
◎燕群同學：
1.為在馬來西亞的八位兄姐妹與他們
的家人得救恩代禱。
2.為新學期的學習、精神、體力、時
間規劃代禱。
◎翊君同學：
1.求神恩典供應並賜我智慧，掌握教
會事奉、課業學習跟健康生活的節
奏。
2.求神話語供應，使我靈裡常得飽
足，在困境中仍然信靠，一生跟隨
耶穌。

1. 為2/27(日)主禮-周士煒牧師；司禮：唐
復豪弟兄；領唱-穆金珠執事；司琴-陳
嬿如執事；讀經-穆金珠執事；音控-韓
正倫弟兄；投影-周敬倫弟兄；直播-陳
泳旭執事；主日禱告會-陳明志長老。
2. 為2/19(六)下午2:00的長執會議禱告，
求神賜牧師長執智慧，有明智的決策。
3. 為周牧師代禱：(1)崇拜事工；(2)門徒
訓練；(3)總會服事。
4. 為教會經常費因疫情有所短缺代禱。
5. 本學期得勝俱樂部已結束，為參加的
長者們身心靈健壯代禱。
6. 為門徒查經班與一對一門徒訓練事工
代禱。
7. 為罹患長期慢性疾病與癌症治療的弟
兄姊妹代禱，求主賜下夠用的體力與
恩典。

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
1.3/4(五)加退選截止。
二、學務處：
1.請留意早崇拜服事表，有排到服事的同學，請提前預備心。本週及下週服事如下：
信息 / 講道
禱告會
專題 / 分享
2/22

3/1

聖餐崇拜
【彼得的三個矛盾】
主禮:陳農瑞 牧師
證道:周士煒 牧師

音

控

司會:林恩揚同學
司會:田翊君同學
司琴:蕭淑拿老師 2/23 司琴:曾 昱同學 2/24

【The living God in my three
司會:林志宗同學 楊勝發
vocations】
司琴:蕭淑拿老師 同學
谷寒松 神父

【因一切好處而歡樂】 司會:林小衡同學
司會:林燕群同學
施以恩 老師
司琴:蕭淑拿老師 3/2 司琴:李翠君同學 3/3

【神聖的超越與臨在:從教
堂空間探討與神同行】 司會:羅之妍同學 胡質希
司琴:蕭淑拿老師 同學
蔡清徽 教授

完整版早崇拜一覽表置於學院網站首頁，歡迎自行連結 http://www.cls.org.tw/student/worship110-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