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神 週 報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2022/10/30-11/5 聖壇主色─綠）
本週箴言：(耶穌說)人子來是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路十九 10）
本月箴言：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
苦的人。（賽五 20)

感謝神垂聽禱告
 感謝主！上週是本校第
56周年院慶。懇求主繼
續賜福，使用學院裝備
工人、宣揚福音。
 感謝主！APELT四場講座
皆順利結束，共約310人
參加。求神保守參加的
弟兄姐妹，藉著講員的
口得著造就和激勵；也
保守學院與參與活動的
堂會們保持緊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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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氣溫變化大，請為
師生同工的健康狀況代
禱，求神醫治身體不適
的肢體；近日新竹地區
東北季風增強，求神保
守師生同工出入平安。
 下週是期中考週，懇求
神賜智慧保守同學善用
時間，能兼顧學業和實
習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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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戰爭和動亂中的國家禱告：烏克蘭
俄羅斯、敘利亞內戰、伊索比亞內戰、
緬甸等。請為戰爭中受到身心靈傷害的
百姓禱告，求神保守他們的生命安全，
也成為他們的幫助。
2.上週六(10/29)晚，南韓首爾梨泰院萬聖
節慶祝活動爆發推擠踩踏意外，約有
154 人喪生、149 人受傷，其中 33 人傷
勢嚴重，受害者以年輕女性居多。請為
罹難者家屬和受傷者禱告，求神醫治安
慰，並賜韓國政府官員有智慧處理後續
事宜。
2.請為台灣年底(11/26)的九合一選舉禱
告，求神引導各縣市能順利選出適合的
首長、代表。求神保守選舉過程順利，
候選人減少互相攻訐、多提有益的建議。

宣教禱告

 為萬民禱告~「印度的奧里薩邦人」
1.奧里薩邦位於印度東部，東臨孟加拉
灣，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礦產。該邦
約有 4000 萬人口，但其中 20%是部落
居民，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區，外人難
以接觸；同時有 47%的人口仍處於極度
貧困的狀態。這裡曾是佛法興盛的國
度，但現在印度教才是主流，此地有
94%的印度教徒，以及各約 2%的佛教
徒、穆斯林和基督徒。
2.請為奧里薩邦人禱告，這裡有 712 個
未得之民群體，許多人仍極度貧困、需
要援助。求神差遣福音使者進入他們的
族群中，在生活上和靈性上幫助教導他
們，使奧里薩邦的居民能夠認識這位賞
賜我們一切福分的救主。
 泰友教會：
1.感謝主！屏東的熊大衛傳道在台南新
社找到讓 WANCHAI 牧師居住的房
子，但仍未找到聚會地點。最近兩週
WANCHAI 牧師將在屏東泰友教會聚
會，請為能盡快找到聚會場所代禱。
2.WANCHAI 牧師在新竹移民署站申請
居留證，預計 11/11 拿到；但台灣駕照
須要等居留證下來之後才能辦理。
3.感謝主！10/30(日)下午在觀音光明之家
舉辦台灣北部與中部的 AKKA 族語禮
拜，有 160 位參加。
4.11/6(日)全台泰友教會舉辦聯合運動
會，請為有 150 人以上能參加禱告。
5.請為觀音光明之家每月 3 萬元房租禱
告，求神供應他們的需要。
6.泰友教會事工經費不足，請代禱。
 收容所／監獄福音事工：
1.感謝主！台北監獄已通過英國籍牧師
Roy的輔導申請，另一位台灣籍丁牧師
尚未通過，請為他們禱告。

2.龍潭女子監獄有新來的2位泰國人與2位
菲律賓人，需要夏師母用英語和泰語輔
導，但監獄尚未允許他們接受輔導，請
為協會申請公文能順利得到允許禱告。
3.四間收容所仍無法會客，其中三間能送
生活必需品給收容人，但宜蘭收容所不
願意我們送食物給收容人，求主開門。
4.為高雄的巴西女性禱告，她的護照已過
期，求神保守她順利處理、平安返國。
5.感謝主！上週四一位德國志工順利抵
台，另一位將在11月初抵達。請為他們
在台灣的服事和生活適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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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繼續為本院申請亞洲神學協會(ATA)
認證的籌備工作禱告。
2.感謝主，四場APELT講座皆已順利舉
行，回應很好。
3.林盈沼老師復建過程極為艱辛，近來漸
漸有些進步，前面的路仍然漫長，請繼
續代禱。
4.請為明年APELT講座的籌備代禱。
5.請為學院培育未來師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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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求神帶領主內弟兄姊妹來參加 11/22-25
「神學教育體驗週」的活動，使參與者
更認識學院和自己未來的呼召。
 路德神學研究所：
1.請為高等學程-路德神學研究所、教牧學
研究所的招生代禱，求主帶領牧長、同
工來信神接受進深的神學裝備。神研所
秋季招生考試日期 11/18，報名截止日期
11/4。教牧學研究所全年招生中。
 學務處：
1.請為早崇拜講員代禱：11/3(四)張嘉恩傳
道分享神碩畢業論文；11/8(二)夏義正
牧師證道。
2.請為宣教團契聚會及講員禱告：11/2(三)
林必豪宣教士(國際差傳協會)。
3.請為期末學生會改選及宣教團契主席傳
承禱告，求神預備合適的同工，並保守
改選過程順利。
4.請為下學期早崇拜講員的安排及邀請禱
告：求主預備合適的講員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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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日)信神主日代禱：中國信
義會忠信堂-杜聖恩牧師；金瓜石教
會-謝娜敏老師。請為講員信息預
備，交通往返平安代禱。
2.請為院訊能順利推廣，並增加學院
支持者及奉獻代禱；並學院紀念品
設計、印刷順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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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課程規劃：基宣課程均已安排
底定；分部課程持續安排中。近日
常有拜訪行程，求主保守行程平
安，並賜下合宜的配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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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關顧中心：
1. 11/21(一)講座「師丈與師母的心聲‐
談牧者的關顧」由郭士賢老師和董
珍鑾師母分享經歷，求主賜兩位講
員在預備過程順利。牧關正在規劃
明年度的講座、活動、課程，求主
保守邀約講員老師以及文宣的預備
過程順利。
2.輔碩專業實習已開始接案協談，求
主與神學生同工能倚靠神陪伴來談
者走出幽谷。另外，如有關顧輔導
需求的教牧、教會同工歡迎轉介或
親自洽詢，分機3205。

師生代禱
◆第一輔導小組：
◎陳農瑞牧師：
1.11/1(二)我受邀去台灣神學院主領宗
教改革紀念日崇拜，並舉行傳統禮
儀式的聖餐，因為師生之前沒有類
似經驗，他們很用心在調整許多細
節，請代禱能讓大家互相造就。
◎謝娜敏老師：
1.請為我11/6(日)在金瓜石的主日講道
信息預備代禱。
2.請為我牙齒進行的根管治療能保住
大臼齒代禱。
◎瓊葶同學：
1.天天靠主喜樂，常常專注於祂。
2.和教會姐妹的關係更緊密。
◎念恩同學：
1.為我和家人身、心、靈健壯禱告。
2.在實習教會的服事能與牧者和核心
同工有美好的配搭，並能關懷弟兄
姊妹們的需要，全教會焦點轉向
神！
◎玉嫻同學：
1.為我有足夠的智力和體力，好好學
習，學業、家庭、教會服事能平衡
兼顧代禱。
◎子威同學：
1.最近太太右手發炎痛到不能睡覺，
希望找到合適的醫生進行有效的治
療。
◎曉寶同學：
1.為我的專題報告可以順利完成、我
兩個女兒考試都可以通過、我丈夫
的體力和身體禱告，他最近特別忙
碌。
◎永翰同學：
1.為我的專題報告可以順利完成禱
告，目前已5000多字。
2.為課業與學生會工作的平衡禱告。

◆夏義正牧師：
1.請為夏牧師和師母的忙碌服事禱
告，求神保守身體健康、出入平
安。
2.請為夏牧師長子SAMUEL禱告，他
的眼睛動過2次手術，目前已超過
60天，但醫生還沒有後續處置，請
為此禱告。

合作教會得勝堂
1. 為11/6(日)主禮-周士煒牧師；司禮-王
一言長老；司琴-陳迦勒弟兄；讀經-胡
質希弟兄；投影-賴郁嘉姐妹；直播-林
家齊弟兄；音控-陳泳旭執事；主日禱
告會-周士煒牧師。
2. 為田榮美姊妹的工作禱告，感謝主面
試順利，目前要繳交牧養計畫書，求
主賜智慧與能力給榮美，持續仰望主
的帶領。
3. 為部分確診的弟兄姊妹和家人禱告，
求主醫治與恢復身體的力量，保守生
活和確診者的家人一切平安，並且看
顧持續參加團契與聚會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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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聖經熟讀測驗的日期、時間如下：
11 月 25 日(週五) 14:00~17:00 新約熟讀測驗
考試地點：行政大會議室，申請測驗的同學，請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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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的盼望】
11/1
主禮:俞繼斌 牧師
證道:蔣伊鈞 傳道

11/8

司會:温明惠同學
司琴:蕭淑拿老師

【收神莊稼的工人太少】 司會:胡質希同學

夏義正牧師

司琴:蕭淑拿老師

神碩論文分享
司會:黃歆茹同學
【馬太福音「公式化引句」
11/2 司琴:陳永翰同學 11/3
之研究】
張嘉恩 傳道
信徒事工碩士論文分享
司會:呂承澤同學
【從康熙皇帝的護教到禁
11/9 司琴:李翠君同學 11/10 教，談中國的禮儀之爭】
王世吉 同學

音控
控

司會:黃偉婷同學 王毅中
司琴:蕭淑拿老師 同學
司會:余曉寶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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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