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神 週 報
聖靈降臨後第十七主日（2022/10/2-10/8 聖壇主色─綠）
本週箴言：當將你的道路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詩卅七 5）
本月箴言：主─全能的上帝啊，你的作為又偉大又奇妙！萬國之王啊，你的道路
又公義又真實！（啟十五 3)

感謝神垂聽禱告
 感謝主！上週一(9/26)
牧關中心舉辦「108課綱
對青少年牧養帶來的危
機與轉機」全日座談會
順利結束，求神保守與
會者皆有豐富收穫。
 感謝主！APELT講座嘉義
場已於上週六(10/1)順
利結束，求神保守與會
者皆有豐富收穫，並賜
福保守接下來另外三個
場次能夠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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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同學的教會實習代
禱，求神保守他們成為
各教會的幫助和祝福，
並有充足的學習長進；
特別保守新生能適應實
習生的新身分。
 請為師生同工的身體健
康代禱，求神醫治身體
不適的弟兄姐妹，也求
神幫助同學養成良好的
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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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保守
世界各國能逐漸恢復日常生活，不受疫
情干擾，並保守在疫情中受到影響的各
種產業；也求神特別保守弱勢國家能夠
獲得足夠的醫療資源。
2.被俄軍占領的烏克蘭盧甘斯克、頓內茨
克、札波羅熱和赫松等 4 州，近日舉辦
公投，俄國當局稱 4 州民眾透過公投決
定加入俄羅斯聯邦。對此，歐盟強烈譴
責俄國併吞占領區，稱永遠不會承認「非
法」公投，並將加強制裁。請為俄羅斯、
烏克蘭禱告，求神保守該地區人民的安
全與和平。
3.近日台灣東部地震頻繁，為地震後的重
建工作順利禱告，也求神保守安慰受災
者的身體心靈。

宣教禱告

 為萬民禱告~「孟加拉的邁門辛專區
(Mymensingh)」
1.邁門辛專區位於孟加拉北部，與印度
東北小邦接壤。此地原為英國殖民地，
2015 年成立專區，重視教育學術和各
種技能；宗教信仰以穆斯林為主體，也
接觸印度教和佛教徒。目前已有孟加拉
語的全本聖經，但邁門辛人幾乎很少機
會接觸福音。
2.請為孟加拉的邁門辛人禱告。在鄰近
的印度小邦中，有為數不少的基督教群
體，懇求主感動他們願意向邁門辛人傳
講福音；也求神保守邁門辛人，在發展
教育和經濟的同時，能夠重視人們的心
靈需求，能敞開心門聆聽好消息。
 泰友教會：
1.感謝主！10/1(六)在觀音海邊的泰國宿
舍旁舉辦佈道活動，有 100 位泰國人參
加聽福音，其中有 30 位決志信主。
2.目前在台南尋找適合泰友教會聚會的
地點，但許多房東不願意租給教會聚
會，求主預備合適的聚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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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8-9(六-日)12 間泰友教會在信神舉辦
營會，請為泰國信徒能夠得到公司許可
在外過夜禱告。
5.10/23(日)觀音光明之家有兩場活動：上
午泰國辦事處長要頒發畢業證書給 60
位夜校生；下午 3 點有獻堂禮拜，為能
有 100 人來參加禱告。
6.10/30(日)在觀音光明之家舉辦全台阿卡
族(信徒、慕道友)的禮拜。
7.觀音光明之家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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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容所／監獄福音事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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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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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夏牧師預備雙十節的5種語言的福音小
書，要發給台灣監獄和收容所的1600位
外籍受刑人/收容人。
3.目前四間收容所無法會客，只能送生活
必需品給收容人。
4.高雄的巴西籍女性目前身體狀況很不
好，生病無力下床，現在有3顆牙齒很
痛，牙醫說需要3萬元治療費，求神醫治
供應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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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月份改革運動記念月，10/1開始有南
北四場APELT講座，請為講員施以恩老
師及陳冠賢老師有屬靈洞見、精神體
力、能清楚傳講禱告。為各地參加的弟
兄姐妹有豐富的收穫禱告。
2.請為10/22在本院舉行的A Cappella聖樂
文化節活動安排及有遠道來參加的隊伍
代禱。
3.請繼續為廚師孫玉瓊姐妹術後恢復及後
續治療禱告。
4.請為本院申請亞洲神學協會(ATA)認證
的籌備工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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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1.請為早崇拜講員代禱：10/6(四)阮祖琦傳
道專題；10/11(二)俞繼斌牧師證道。
2.請為宣教團契聚會及講員禱告：10/5(三)
李四海牧師(竹北勝利堂)。
 信徒神學教育處：
1.遠距課程「協同書」導師：潘立言牧
師，請為導師和學生學習代禱。
2.基宣課程已開課，請為老師們的備課上
課、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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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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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為本處明年課程規劃代禱，求主賜智
慧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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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日)信神主日代禱：龍潭聖
潔會-朱頌恩牧師；台灣信義會松山
福音堂-歐祈人牧師。請為講員信息
預備，交通往返平安代禱。
2. 請為學院APELT講座「被忽略的惟
獨」與活動進行順利代禱：10/15台
中場(目前54名)、10/29台北場(目前
70名)、10/31新竹場(目前90名)；以
及10/22「A capella聖樂比賽」(目前
7隊)。
3.請為9月份院訊推廣、學院紀念品印
刷順利代禱。
4.請為明年信神主日推廣代禱。
 教牧關顧中心：
1. 10/17(一)講座已開放線上報名，本
次由蔡茂堂牧師／醫師主講「精神
病患的教牧關顧」
。歡迎有牧養負
擔的弟兄姊妹選擇實體或線上參
與；並求主保守講員及同工們預備
過程順利。

師生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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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輔導小組：
◎朱頌恩牧師：
1.新課「以賽亞書」的備課。
2.八月起接任教務長，並兼任信徒神
學教育處，求神賜智慧和力量。
3.十月份講道服事的預備：10/4信神
早崇拜，10/9龍潭聖潔會，10/23新
竹得勝堂，10/30新埔靈糧堂。
◎歐祈人牧師：
1.為備課、教課、全家的健康、以信
心和禱告往前都代禱。
◎朮均同學：
1.請為我右肩膀肌肉反覆發炎疼痛禱
告，求主帶領找到合適的醫療或復
健資源。
◎婉萍同學：
1.請為我預備青少年家長主日學的專
題(12月)禱告，求神幫助我搜集、
整理資料，並有合宜的方式呈現。
◎志宗同學：
1.請為我每週四走讀往來台中新竹滿
有平安禱告，右肩膀疼痛求主醫
治；10/15.23講道，求主賜福。
◎明瑟同學：
1.請為我10/16晚堂講道，預備講章有
從主而來的領受禱告。
2.左腳底外側會麻，可能跟坐姿有
關，運動後有稍改善，求神保守醫
治。

◎承澤同學：
1.確診之後，仍感覺身體很疲憊，求
神保守看顧。
◎龍珠同學：
1.目前已有兩個case要開始接案專業實
習，求主幫助我們能有好的信任關
係進行協談。

合作教會得勝堂
1. 為10/9(日)主禮-周士煒牧師；司禮-周弘
裕弟兄；司琴-徐嘉彣教士；讀經-莊勻
姐妹；投影-温紹祥弟兄；直播音控-林
阿釧弟兄；主日禱告會-王一言長老。
2. 感謝主！10/1(六)教會一日遊活動順利
結束，會友都有美好的交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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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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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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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三)專題研究報告-確認指導老師。
二、學務處：
1.本學期助學金已開放申請，申請時間即日起至期中考截止，申請資格及詳請請上學務處網站查詢。
網址：http://www.cls.org.tw/student/E/E-seco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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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崇拜
【不可遺忘的憐憫】 司會:鍾龍珠同學
10/4
朱頌恩 牧師
司琴:蕭淑拿老師
路 17:11-19；詩 111:4
【從雅各到以色列】

10/11

俞繼斌 牧師
創 32:22-31

音

控

神學專文分享

10/5

消防演習

10/6

司會:林燕群同學
司會:陳永翰同學
司琴:蕭淑拿老師 10/12 司琴:李翠君同學 10/13

【以社會修辭鑑別學探討帖
司會:朱迦勒同學 王毅中
前 4:13-5:11 的終末論及評析
司琴:蕭淑拿老師 同學
華人時代論觀點】
阮祖琦 傳道
【在葡萄園做工的比喻】

劉士正 牧師
太 20:1-16

司會:朱修弘同學 曾祐晨
司琴:蕭淑拿老師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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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