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神 週 報
聖靈降臨後第十八主日（2022/10/9-10/15 聖壇主色─綠）
本週箴言：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提後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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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連假期間
師生出入平安，也有充
足的休息。
 感謝主！10/8-9(六日)12間泰友教會在信神
舉辦營會，有210位泰國
人參加。求神賜他們力
量，使他們信仰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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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四(10/6)泰國東北部一家幼托中心
發生重大槍擊案，曾任警察的 34 歲凶手
開槍濫射並持刀攻擊，造成 38 人死亡，
其中有 24 名 4 歲以下的幼童。求神安慰
罹難者家屬，並使政府妥善安排後續。
3.近日台灣氣溫急遽降低，請為降溫後的
防風防寒、以及高齡者預防心血管疾病
禱告。

宣教禱告

 為萬民禱告~「米南佳保人(Minangkabau)」
1.米南佳保人也稱米南人或巴東人，是
印尼西蘇門答臘省高地的原住民，也是
印尼第 4 大族群。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
母系文化族群，人口總數約有 800 萬，
堅定信奉伊斯蘭教，由於母系社會文化
與其他穆斯林不同，他們多半鼓勵與同
族的人結婚。
2.請為米南佳保人當中極少數的基督徒
禱告，求神賜給他們智慧和勇氣，使他
們能夠在族群中做好的見證；也懇求神
差派使者進入這個封閉的族群裡，以智
慧和愛心對他們傳講福音，使他們親自
經歷神的大能與恩典。
 泰友教會：
1.感謝主！10/8-9(六-日)12 間泰友教會在
信神舉辦營會，有 210 位泰國人參加，
其中有 40 位來到主面前，求神賜與他
們力量，使他們信仰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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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泰國宣教士夫婦 WANCHAI
已獲得宣教簽證，求神保守他們盡快來
台。
4.10/23(日)觀音光明之家有兩場活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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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0(日)在觀音光明之家舉辦全台阿卡
族(信徒、慕道友)的禮拜。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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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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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夏牧師預備5種語言的福音小書「雙十節
的意思」
，要發給台灣監獄和收容所的
1800位外籍受刑人/收容人。請為高雄收
容所和龍潭女子監獄允許我們發送福音
小冊代禱。
3.目前四間收容所無法會客，只能送生活
必需品給收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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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本院申請亞洲神學協會(ATA)認證
的籌備工作禱告。
2.院長11/1(二)將赴台灣神學院，主領改教
紀念日崇拜及宣講聖道，請代禱。
3.10月份改革運動記念月，請為10/22在本
院舉行的A Cappella聖樂文化節安排及
有遠道來參加的隊伍代禱。
4.感謝主！APELT講座嘉義場順利完成，
內容精彩、互動熱烈。請繼續為接下來
三場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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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代禱。
 教務處：
1.求神賜給同學們智慧，知道如何妥善安
排課業學習、教會服事、學院生活的時
間，讓學院的裝備和生活都充實得力。
 學務處：
1.請為早崇拜講員代禱：10/13(四)劉士正
牧師證道；10/18(二)潘佳耀牧師主禮聖
餐崇拜。
2.請為宣教團契聚會及講員禱告：
10/12(三)關恆安傳道(新竹勝利堂)。
3.請為10/17(一)教會實習研討課程講員：
謝鴻文牧師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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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學生們的學習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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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日)信神主日代禱：基督教便
以利教會大安堂-陳農瑞牧師；台灣福音
會內壢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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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進行順利代禱，並為講
員施以恩老師、陳冠賢老師有好的
預備代禱：10/15台中場(目前54
名)、10/29台北場(目前71名)、
10/31新竹場(目前96名)；以及10/22
「A capella聖樂比賽」(目前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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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感謝主！輔碩專業實習已有足夠的
個案，求主與神學生同工陪伴來談
者走出幽谷。如有關顧輔導需求的
教牧、教會同工歡迎轉介或親自洽
詢，電話：03-57100233#3205，陳
弟兄、陳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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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輔導小組：
◎施以恩老師：
1.請為APEL講座台中、台北、新竹
場的預備禱告，求主持續帶領。
◎蕭淑拿老師：
1.請為10/22聖樂比賽一切順利禱告，
期待在敬拜中遇見榮耀的上主。
◎林盈沼老師：
1.請為我手術後身體恢復、有體力、
有精神禱告。
◎歆茹同學：
1.我10/7、10/8眼睛近視開刀，希望
手術平安和術後恢復一切順利。
◎偉婷同學：
1.請為我的專業實習與個案會談代
禱，求神帶領！
◎埃好同學：
1.感謝主，我的太太順利來台，也申
請中華大學企管碩士。願後續兩人
的課業都能跟上進度。
◎祐晨同學：
1.感謝主，我已有實習教會。希望能
盡快熟悉新教會，在司會和配搭服
事求主教導。
◎明惠同學：
1.為娘家媽媽吃東西能不脹痛，腸胃
有好的消化吸收，體重能回復正
常，身體恢復健康禱告。
2.為我學習希伯來文能有好的背誦力
和理解力禱告。
3.為我有好的睡眠品質，有好精神上
課禱告。
◎勝發同學：
1.求主醫治太太的憂鬱，為她找到離
家近穩定的工作，女兒的課業能有
好成績。
◎翠君同學：
1.請為我和老公在教會一起實習服事
過程能有好的適應和配搭禱告。

合作教會得勝堂
1. 為10/16(日)主禮-周士煒牧師；證道-陳
明志長老；司禮-陳繼斌執事；領唱-周
士筠姐妹；司琴-劉曉韻姐妹；讀經-鄧
心潔姐妹；投影直播-伍展佑弟兄；音控
-陳泳旭執事；主日禱告會-吳聲昌弟
兄。
2. 為榮美的求職順利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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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泳旭和嘉彣確診後的身體禱告，求主
醫治與恢復，保守生活一切平安。
4. 為聖誕節活動的籌備代禱，求主賜下恩
典與力量給每一位同工來練習和預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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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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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9(三)專題研究報告-交研究計畫初稿給指導教授截止。
二、學務處：
1.教會實習研討課程，內容：「教會的敬拜與回應」，講員：謝鴻文牧師。時間10/17(一)19:00-20:50；地點：406教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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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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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控
【從雅各到以色列】

俞繼斌 牧師
創 32:22-31
聖餐崇拜
10/18 【有信德的人】
潘佳耀 牧師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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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會:余曉寶同學
司會:温明惠同學
司琴:蕭淑拿老師 10/19 司琴:黃偉婷同學 10/20

【在葡萄園做工的比喻】

劉士正 牧師
太 20:1-16
路德神學專題
【路德談教會的合一】
白霈德 牧師

司會:朱修弘同學 曾祐晨
司琴:蕭淑拿老師 同學
司會:楊勝發同學 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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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