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神 週 報
聖靈降臨後第十五主日（2022/9/18-9/24 聖壇主色─綠）
本週箴言：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詩一一三 3）
本月箴言：看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事就是聰明。（伯廿八 28)

全球、國家、社會

感謝神垂聽禱告
 感謝主！上週學院註
冊、學前靈修會及迎新
郊遊活動皆順利結束，
求神保守師生同工在新
學期有好的學習和服
事，能夠榮神益人！
 感謝主！9/18(日)在北
門聖教會舉行的12間泰
友教會聯合特別禮拜順
利結束。求神賜福泰友
教會，使更多泰國人認
識並接受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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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疫情下，學院有適
當的防疫措施、師生有
健康的身體禱告。
 請為新學期老師備課、
以及同學們能預備心面
對新課程，妥善安排時
間禱告。
 請為新學期同學的教會
實習禱告，求神保守他
們成為各教會的祝福，
並有充足的學習長進。
奉獻專線：
03-5710023＃3120 許曉芬處長
03-5710023＃3110 張玉絲主任

1.請為全球 Covid-19 疫情禱告，9 月份台
灣達到疫情高峰，請為學期期間不受疫
情影響持續禱告；也求神特別保守弱勢
國家能夠獲得足夠的醫療資源。
2.請為處於戰爭或內戰中的國家禱告：烏
克蘭、俄羅斯、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吉
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幾內亞、緬甸
和巴勒斯坦地區等。求神保守這些地區
人民的生命安全，並安慰他們的心靈。
3.9/17、9/18 台東池上地區連續兩場超過
規模 6 的強震，造成花東多處交通中斷、
建築倒塌，目前已知 1 死 146 傷。請為
後續救災及重建工作禱告，也求神安慰
保守受到驚嚇和財物損失的民眾。

宣教禱告

 為萬民禱告~「派特尼人(Patni)」
1.約有 11 萬派特尼人住在印度和孟加拉。
外界很少報導這個族群，我們只知道許
多人信奉耆那教，也有部分是穆斯林。
無論在印度或孟加拉，他們都處於社會
底層，教育程度低。派特尼人說孟加拉
語，許多福音資源都已經翻譯成這種語
言，包括耶穌傳、福音材料和全本聖經。
2.請為印度和孟加拉的派特尼人禱告，求
神紀念這個弱勢的族群，使人看見他們
身體和心靈的需要。懇求主差遣福音使
者去到他們當中，透過影音資料和福音
冊子，使他們認識主、得著救恩。
 泰友教會：
1.感謝主！9/18(日)在北門聖教會舉行的
12 間泰友教會聯合特別禮拜順利結
束，有 240 多位泰國人和 50 多位台灣
人參加。
2.觀音光明之家找到適合的聚會地點，
但需要每月 3 萬元房租，遠超過教會的
奉獻能力，求主感動台灣人願意奉獻。
3.泰國宣教士夫婦 WANCHAI 計畫到台
南開拓教會，請為他們能盡快獲得宣教
簽證禱告，也求神為他們預備適合的住
處和聚會地點。
4.請為 9 月份多場佈道活動的天氣和活
動過程順利禱告：9/24(六)在八里。
 收容所／監獄福音事工：
1.新的監獄輔導名單只有77位能參加輔
導。只有在名單上的受刑人才能夠被會
客，請為監獄開放更多輔導名額禱告。
2.台北監獄每週三14:00-16:00輪流訪視10
位說相同語言的受刑人，也用網路進行
崇拜和洗禮。
3.目前台北監獄還未開放開設查經班，我
們只能與150位信徒和慕道友通過會客
方式見面，每見一位15分鐘，還需等待
40-50會見下一位，花費很多時間。請
為我們能在監獄裡2小時開設3個30分鐘
的查經班禱告。

4.目前四間收容所無法會客，只能送生活
必需品給收容人。
5.高雄的巴西籍女性目前身體狀況很不
好，生病無力下床，求神醫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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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宣教近期事工：
1.來自香港的校友梁戴甘於台灣南部宣
教，9/10結婚。
2.請為校友陳文彬在泰國宣教事工禱告。
3.請為校友韓國宣教士林秉翰在日本的學
生福音事工禱告。
4.請為校友黃鈺惠在日本大阪Sanda教會的
服事和語言學習禱告。

學院動態近況代禱
 院長室：
1.為學前靈修會(9/14~9/15)順利進行感謝
主。
2.為新生適應、新學期同學們的學業、實
習、健康禱告。
3.為各部門同工的運作、新同工的加入與
適應、團隊事奉的默契禱告。
4.為APELT講座，陳冠賢老師，施以恩老
師的預備禱告。
5.請繼續為林盈沼老師漫長的復健之路代
禱。
 教務處：
1.求神保守新學期老師、同學們都有好的
體力精神備課、上課。
2.求神保守開學的所有預備事工都順利。
 學務處：
1.請為早崇拜講員代禱：9/20(二)開學崇拜
陳農瑞牧師證道；9/22(四)潘立言牧師
證道；9/27(二)張玉文老師證道。
2.請為宣教團契聚會及講員禱告：9/28(三)
李秀惠/李晨瑜姐妹(台中市國際關懷印
尼協會)。
3.為黃歆茹同學全家確診，求主醫治，全
家早日康復。
 信徒神學教育處：
1.遠距課程「協同書」將於本週(9/19)起開
課，線上導師：潘立言牧師，請為導師
預備和學生學習代禱。
2.基宣課程本週起開課，請為老師們的備
課、上課和學生們的學習代禱：五股區
「奇幻文學與戲劇神學」曾加力傳道；
龜山區「關懷與探訪」邱正平牧師；左
營區「處境式查經」林哲道牧師。
3.開學之初，請為同工們的訪視出入平安
代禱：9/19龜山永生堂、9/20五股豐盛
堂；9/27左營十全教會。
4.請為本處招募新助理代禱，求主感動賜
下適合的兄姐一起同工。
 行政處：
1.請為C棟建築修繕，施工安全，進度順
利，廠商的合作皆有主保守禱告。

 行政處-企劃部：
1.請為9/25(日)信神主日代禱：大湖基
督教會-陳農瑞牧師；員樹林基督教
會-歐祈人牧師；路德會板橋和平堂
-俞繼斌牧師；信義會芎林恩霖-蔣
伊鈞主任。請為講員信息預備，交
通往返平安代禱。
2.請為APELT講座「被忽略的惟獨」
代禱：10/1嘉義蘭潭教會；10/15台
中慕義堂；10/29台北救恩堂；
10/31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
3.請為10/22聖樂比賽的預備與推廣順
利代禱。
4.請為9月份院訊、學院紀念品印刷順
利代禱。
5.請為明年神主推廣順利代禱。
 教牧關顧中心：
1.9/26(一)全日座談會「108課綱對青
少年牧養帶來的危機與轉機」已開
放線上報名。由馬永年與梁婉華老
師籌畫、帶領團隊參與討論。求主
賜給與會者所做的都蒙神喜稅，並
有助於教會的牧養。也請為此活動
進行一切順利代求。
2.輔導碩士科「專業實習」課即將於
新學期開始協談，敬請轉介有需要
者前來協談。分機3205或電
郵:pcc@mail2.cls.org.tw

師生代禱

合作教會得勝堂

◆夏義正牧師：
1. 夏牧師長子SAMUEL已開刀2次，右
眼仍看不到，醫生還不敢做另外一個
手術，說要等60天再看病。求神保守
醫生找到好的治療方法。
2. 夏牧師和師母已開始監獄與收容所事
工。每週他們需要花很多時間會見有
需要的信徒與慕道友：師母需要去龍
潭女子監獄會見受刑人；每週二、三
在台北監獄進行網路英文崇拜以及會
見受刑人。請為他們忙碌的事工禱告，
也求神保守他們的身體健康。
3. 夏牧師的腳常感到無力，不能久站或
走太久的路。請為他禱告。

1. 為9/25(日)主禮-周士煒牧師；證道：關
恆安傳道；司禮-葉肇鈞執事；領唱：黃
琴雅師母；司琴-周士筠姐妹；讀經-陳
巧容姐妹；投影-陳泳旭執事；直播-周
敬倫弟兄；音控-林阿釧弟兄；主日禱告
會-周士煒牧師。
2. 為美國總會歷史展覽禱告，願主使弟兄
姊妹在展覽中有所收穫和認識總會的
由來與發展。
3. 為長執開會禱告，求主賜下智慧與上帝
的眼光，帶領長執們合一的心，靠主引
領教會的各樣發展。
4. 為田姊妹的求職順利禱告，願主引導合
適的工作機會，使她的生活與信仰裡仍
仰望主的帶領。
5. 為文如與煒哲確診後的身體禱告，求主
醫治與憐憫，看顧文如一家的生活平
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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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保守照顧的家人。
7. 為周牧師代禱：(1)主日講台安排(2)崇
拜事工(3)門徒訓練(4)總會服事。

報告事項
一、教務處：
1.9/28(三)專題研究報告-提出申請截止。
2.9/30(五)加退選截止。
二、學務處：
1.教會實習研討課程，內容：課程說明&分組討論。時間9/19(一)19:00-20:50；地點：406教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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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崇拜
【天淵之別】
9/20
陳農瑞 牧師
路 16:19-31
【你有「載具」嗎？】
張玉文老師
9/27
路 17:5-10

國內短宣分享
司會:鄧明瑟同學
司會:李翠君同學 9/22
司琴:蕭淑拿老師 9/21
司琴:黃偉婷同學
司會:楊琇雯同學
司會:謝念恩同學
司琴:蕭淑拿老師 9/28 司琴:黃歆茹同學 9/29

【「信神」與我】
潘立言 牧師
詩 104:24-34

音

控

司會:呂承澤同學 胡質希
司琴:蕭淑拿老師 同學

【因信跨越】
司會:劉富舜同學 趙子威
蔡宇葳 牧師
司琴:蕭淑拿老師 同學
出 14:1-4、9-14、21-29、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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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111-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