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神 週 報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2022/11/13-11/19 聖壇主色─綠）
本週箴言：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志。（帖後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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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事工部911月課程已進入尾聲，
求神賜福保守老師及同
學，在過程中都有豐富
收穫；並賜福協助開設
課程的堂會。
 感謝主！11/12(六)在大
潭發電廠辦佈道活動，
有100多位泰國人參加。
求神使他們願意敞開心
們接受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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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冬氣溫變化大，請為
師生同工的健康狀況代
禱，求神醫治身體不適
的肢體。
 請為學期後半段，同學
能妥善安排時間完成各
科相關報告，並兼顧週
末實習服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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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持續為戰爭和動亂中的國家禱告：烏
克蘭俄羅斯、阿富汗、敘利亞內戰、緬
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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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中國疫情亂象禱告。因各種防疫封
城措施導致人民缺少物資，生活困難。
求神賜智慧給掌權者，能夠妥善控制疫
情、以人民的生活為首要目標。
3.請為台灣 11/26(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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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出適合的領導者，使我們能夠敬虔端正、
平安無事的度日。

宣教禱告

 為萬民禱告~「阿富汗人」
1.阿富汗位於亞洲中南部，與烏茲別
克、中國、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國為鄰，
在宗教語言上有相當程度的關聯。自
2021 年 8 月美軍撤出後，塔利班組織
迅速擊潰政府軍，宣布重建「阿富汗伊
斯蘭酋長國」，但至今仍未受到大多數
國家承認。目前阿富汗面臨嚴重的糧食
危機；同時婦女和兒童遭到迫害，生存
不易；因為政治因素，各國的救援都很
難進入這個國家。
2.請為阿富汗人禱告。這裡長期處於動
亂狀態，各種物資缺乏，人民的生命安
全無法得到保障。懇求主賜福這個國
家，使領導者有柔軟的心，願意為人民
謀福而非滿足自己的私慾；求主保守仍
舊留在該國的宣教士和人道救援工作
者，願透過他們的行動，為此地帶來上
主恢復與醫治的愛。
 泰友教會：
1.WANCHAI 牧師一家原計畫 11/9(三)要
搬到台南，但是那裡的房東不讓他住。
感謝主！現在已另找到一間合適的公
寓，可以居住也可以聚會，他們預計
11/13(日)搬到台南。另外他們的女兒必
須轉到台灣小學就讀，請為她能適應台
灣的學校禱告。
2.感謝主！11/12(六)大潭發電廠辦佈道活
動，有 100 多位泰國人參加。
3.11/19(六)計畫在八里泰國宿舍旁舉辦佈
道活動，請為活動和天氣禱告。
4.泰友教會事工經費不足，請代禱主感
動更多台灣教會與信徒奉獻。
 收容所／監獄福音事工：
1.感謝主！11/15(二)起可以進入台北監獄
開設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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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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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志工TOBIAS目前協助德文班和台中
泰友教會的英語班，另一位志工將在11
月抵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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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德語事工：
1.每個月夏師母與施老師家在台北辦德文
查經班。
2.12/24(六)下午和晚上將舉辦德文的特別
聖誕節禮拜，其中有短劇表演。夏師
母、施老師一家和TOBIAS正在預備中。
 校友宣教事工：
1.校友陳文彬夫婦預計11/17回泰國。他們
在泰國東南的羅勇宣教，傳福音給泰國
人，以及柬埔寨、緬甸的難民。
2.校友蔡龍珆夫婦在泰北伯特利聖道神學
院授課並輔導學生。
3.港籍校友梁戴甘在台南傳福音。
4.校友林秉翰夫婦在日本宣教、黃鈺惠在
日本幫助大阪Sanda教會並學習日語。

學院動態近況代禱
 院長室：
1.亞洲神學協會(ATA)將於明年四月來校
訪視作為認證的評估，本院需於三個月
前完成詳細報告，請代禱。
2.為同學期中考期間的忙碌與疲憊代禱。
3.林盈沼老師治療、復健有可見的效果，
但進度緩慢。請繼續代禱。
4.請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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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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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學
研究所全年招生中。
2.感謝主！神研所秋季招生考試有 2 位報
考，求主保守考生考試的預備都順利。
 學務處：
1.請為早崇拜講員代禱：11/17(四)胡瑞芝
老師分享專題；11/22(二)謝娜敏老師證
道。
2.請為宣教團契聚會及講員禱告：
11/16(三)楊佑任弟兄(舊鞋救命關懷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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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處：
1.C棟建築修繕工程已進入尾聲，求
神保守驗收一切順利。
 行政處-企劃部：
1.請為11/20(日)信神主日代禱：中華
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光復教會-俞
繼斌牧師；中華基督教信義會福恩
堂-歐祈人牧師；中華基督教信義會
得勝堂-潘佳耀牧師。請為講員信息
預備，交通往返平安代禱。
2.請為院訊推廣順利，成為眾教會的
祝福，以及學院支持代禱者及奉獻
增加代禱。
3.請為News Letter、紀念品印製，並
寄送順利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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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基宣課程已開始招生，請為招
生推廣和老師們的備課代禱：五股
區「基礎神學」于厚恩牧師；龜山
區「向基層人傳福音」內地會團
隊；新竹區「跟著教會節期靈修」
蔡珮珺傳道；左營區「台灣民間文
化與福音對話」高英茂牧師。
4.明年分部課程持續安排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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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開放線上報名。
求主保守活動宣傳順利；也使兩位
講員的預備蒙神喜悅，能提供實務
經驗幫助牧者覺察本身的關顧需
要，並讓人知道如何關顧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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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輔導小組：
◎祐晨同學：
1.實習教會青少年服事需突破冷淡參與
的現況、對於教會的要求，服事心態
還在調適，請為我禱告。
◎翠君同學：
1.求天父保守我和建華12/17晚上聖誕佈
道活動的預備和服事，亦為當晚活動
能吸引更多竹北居民認識福音代禱。
◎偉婷同學：
1.為課業、專業實習和教會服事的忙碌
能兼顧禱告，求神賜下智慧使我在時
間管理上能找到好的平衡點。
◎歆茹同學：
1.為期中考與期末報告預備，求神賜下
智慧能妥善安排時間。並為我們夫妻
能有智慧教育樂心，能在孩子不同階
段有好的方式互動代禱。
◎明惠同學：
1.爲媽媽願意去看醫生、做檢查、每天
能攝取足夠營養、體重不再下降能上
升禱告。
◎勝發同學：
1.感謝主！太太經歷4年多的疾病，在上
週五我回家時情況好轉。感謝主教導
我如何照顧家人，使我們在困難的環
境中學習如何親近祂。
2.求主持續看顧我們未來的道路，走在
主的心意裡，不要在自我的情慾裡跌
倒了。
◎埃好同學：
1.為教會實習的聖誕節活動預備禱告，
也為目前生活上的一切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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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天，但醫生還沒有後續處置，請
為此禱告。
3.夏師母之前已預備好龍潭監獄國際
收容人的在12/6(二)聖誕節活動的
英文PPT，後來很多人都要參加，
需要將投影片加上越南文、印尼文
和泰文。

合作教會得勝堂
1. 為11/20(日)主禮-周士煒牧師；證道潘佳耀牧師；司禮-陳繼斌執事；領唱：
周士筠姐妹；司琴-劉曉韻姐妹；讀經
-陳巧容姐妹；投影-溫紹祥弟兄；直播
音控-陳泳旭執事；主日禱告會-王一
言長老。
2. 為田榮美姊妹的工作禱告，願神賜下
耐心等候消息，並仰望主的帶領。
3. 為復豪一家禱告，求主賜下力量，堅
固他們的心、經歷主的恩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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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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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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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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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3(三)專題研究報告-向指導教授繳交研究報告初稿，進行格式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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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崇拜
【你若是王】
11/15
主禮:陳農瑞 牧師
證道:蔡珮珺 傳道

11/22

【預備主再來】
謝娜敏 老師

音控
控

司會:朱修弘同學
司會:鄧明瑟同學
司琴:蕭淑拿老師 11/16 司琴:黃歆茹同學 11/17

【純全可喜悅的人】
胡瑞芝 老師

司會:林志宗同學 埃 好
司琴:蕭淑拿老師 同學

司會:陳永翰同學
司會:楊勝發同學
司琴:蕭淑拿老師 11/23 司琴:黃偉婷同學 11/24

【四頁講道與牧養】
劉炳熹 牧師

司會:林燕群同學 趙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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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