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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糧堂週報 

1. 主日是安息日  ~  當休息  當敬畏 

2. 主日是神聖日  ~  當分別  當守時 

3. 主日是復活日  ~  當紀念  當慶祝 

4. 主日是敬拜日  ~  當讚美  當奉獻 

5. 主日是事奉日  ~  當恭敬  當預備 

6. 主日是團契日  ~  當交通  當珍惜 

讓我們等候上帝、勿讓上帝等候我們 
主後2022年 11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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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信息分享 

主題 信心的福氣 2. 經文 羅馬書五 1~2 

晚崇(六) 信心的福氣 2. 見證

分享 
青少年小組 蕙雯 

主崇(日) 杜瑋苓 牧師 

 

小組神的話 小組神的工 

1.因信心所帶來的四個福氣：
一、因信得稱義、二、因信得
和好，三、因信得恩典 四、
因信得榮耀 用自己的話來說
說這四個福氣的意思。(不用
分享經歷,只要解釋即可) 
2.只要因著信心就可以得著
一、稱義 二、和好 三、恩典 
四、榮耀，哪一個是你很感動
的？哪個是你比較少去想過或
感動的？透過信息對你有何領
受？ 
3.如何透過信心活出兒子的身
分？對於你對未來有何盼望、
榮耀？ 

1.讓我們向四周觀看,莊稼已經成熟了
2022還有二個月的時間,為幸福小組
best開始進入小組禱告,不管他會不會
信主只要擺在心上為他不斷呼求神,時
候一到神必開路。 

2.陶城大致已經完成,討論各小組安排時
間可以過去祝福禱告聚會。小組長在
群組記事本回報,要有時間衝突。 

3.方言禱告-為聖誕節預備 11/3 起每週
四線上禱告，時間:上午 7:00-8:00、
中午 12:00-13:00、晚上 19:30-20:30 
自由選一餐線上一起經歷天上屬靈的
領域要向你打開。 

4.歡迎對銀髮族群有熱忱及負擔的家人
加入志工行列，意者請洽輔仁崇拜組組
長永泰。 

本週背經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羅馬書 5:1) 

主題  靈修分享 社青豐盛小組                



教會消息 

使命宣言 
發揮影響力使人得救恩、得醫治、受裝備、被恩膏 

並且進入服事，為主得地為業 
奉獻管道:中國信託--民安分行 帳號：112-540010325 銀行代號：822 

戶名：社團法人新北市新莊區愛鄰社區服務協會 
 

1.今天崇拜結束歡迎新朋友到鋼琴旁，我們以禱告祝福您。願 神賜福您和您家，賞賜屬天
平安。  

2.11/13主日信息 邀請李宜娟老師蒞臨分享，鼓勵弟兄姐妹邀約屬靈認領名單一同參與。 
3.方言禱告-為聖誕節預備 11/3起每週四線上禱告，時間:上午 7:00-8:00、中午:12:00-
13:00、晚上 19:30-20:30每個時段 20分，自由選一餐線上一起經歷天上屬靈的領域要向
你打開。 

4.幸福小組 今天預備週，時間:12:30請麥子小組及生培生,分別時間參加一同禱告。 
11/13(日)開跑共七週，弟兄姐妹持續邀約慕道友參與，一起同心將失喪靈魂帶入神的救
恩。 

5.手足同樂闖關活動 11/20 (日)中午 13:00，請報名小組分別時間，預備您熱情的心來挑 
戰！ 

6.領袖同工會 11/12(六)上午 9:30，請小組長攜帶明年計劃書。 
7.銀髮俱樂部-志工召募 歡迎對銀髮族群有熱忱及負擔的家人加入志工行列，意者請洽崇拜
組組長永泰。 

8.2023上半年度靈修本 開始訂購,成人-活潑的生命 660元、青少年-清晨國度及兒童-我喜
歡耶穌 730元，請於 11/13前向閔棼姐妹訂購繳費。十一月靈修本有訂購者請自行領取，
並於小組名單上打勾。 

9.RPG復興禱告小組 上週禱告 38小組、120人。在 RPG禱告中經歷神恩典及生命改變，可
向小組長登記作見證。已停止 RPG的小組，儘快恢復 RPG領受神的祝福。 

10.『彩虹家教會』每週三上午 9:30崇拜,聚會地點：新莊區龍安路 88號 2樓。 
11.2022年聖經速讀 請勇士們記得領取試卷 44。 

聚會人數統計  (2022/10/23-10/29) 

主日服事表  

日 期 司  會 司  琴 助  唱 視  訊 司  獻 招  待  兒 童 幼  幼 

11/6 林俊德 林俊德 
劉姵陵 
盧淑妙 

鐘惠瑛 
許晉彰 
(邱佩瑩)

視訊實習 

蘇淑育 
蔡絲彤 

蘇淑育 
郭金來 
蔡絲彤 

朱溢恩          
蔡怡柔 張宜蓁   

蕭雅慧         

11/13 羅永泰 吳舒涵 
陳雅媚 
陳姝丹 

簡詩諼 
辜惠群 
(林慧琳) 
視訊操作 

蔡津穎 
盧淑妙 

蔡津穎 
許媛景 
盧淑妙 

湯馨嬅        
羅予恩 羅予欣 

賴韻潔         
司琴：江宬洧         

晚崇 (六) 21 葡萄園小組 10 活水小組 5 銀髮俱樂部 22 

主崇 (日) 63 彩虹小組 6 若望小組 停 親子品德讀書會 停 

週三崇拜 6 生命樹小組 8 青少年小組 21   

兒童崇拜 20 豐盛小組 12 小組人數合計 94 禱告會 31 

天恩小組 11 喜樂小組 5   週晨禱人次 34 

麥子小組 8 磐石小組 8   週禱告人數 65 



國家轉化禱告 

1.華人進入命定 海島唱新歌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
都合而為一。正如祢父在我裏面，我在祢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
面,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來。(約 17:20-21)族群合一是台灣能夠
進入海島國家命定的關鍵，而作為先鋒者的海島國家，台灣原住民
與其他各族群真實的合而為一，更關乎著整個南島語系能否向主唱
新歌，進入命定。因此，我們要向神獻上感恩，因多年來，神帶領
台灣教會在原漢同行和族群合一上跨步前進，並開始向著列國作見
證。我們也求主繼續祝福台灣教會各族群有更深的合一，更真實的
彼此相愛，不僅在台灣見證耶穌基督是救主，引導台灣居民歸主，
各族群合一相愛，也以族群合一的見證幫助列國進入命定，一起向
主唱新歌。 
2.為政府和首長 
祂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卻要
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
界,以嘴裏的氣殺戮惡人。(賽 11:3-4 )求主幫助蔡英文總統和中
央執政團隊有治理能力,判斷不是憑眼見耳聞,而是按著從神而來公
義和正直的法則。求主保守總統及首長們謹慎一切從口中發出的言
語能扶助良善、擊打邪惡,引導台灣社會從分裂對立中歸於和睦。              
3.為國家                                                       
1)11/26公職選舉 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
得着智慧的心。(詩 90:12)長期以來，台灣這地在選舉上很難跳脫
藍綠的框架。選民若不是按著候選人的藍綠色彩作投票的依據，就
是想用選一邊來教訓另一邊，以表達對執政者的不滿。這種不是根
據候選人的品格、主張和能力作判斷的投票行為，無法真正的選賢
與能。求主聖靈甦醒選民的心，教導選民數算自己的日子與處境，
得著智慧的心，能跳脫藍綠的框架，明白所住區域需要的是什麼樣
的行政人才及民意代表，並按候選人的政見、品格和才幹作為投票
的根據，讓真正賢能的好人有機會出線。 
2)菸害防制法 全台有 300萬吸菸族群，近年電子煙、加熱菸等新
興菸品熱賣，「菸害防制法」卻逾 15年未作修正。國健署調查全台
有 7.9萬名青少年使用電子煙，而電子煙油加熱後，會釋放出超過 

 奉獻統計 (2022/10/30) 

主日奉獻 晚崇奉獻 兒童奉獻 十一奉獻 感恩奉獻 
10 月份經常費 

總計 

2,905 638 370 8,000 1,200 207,448 

 

 宣教奉獻 購堂奉獻 
什一:0467,0544,0609,0642,0728 
感恩:0520,0728,0776 
宣教:0700 
 

10/30奉獻 100 0 

奉獻累計 39,900 69,000 



國家轉化禱告 

 150種有毒物質，不僅成癮也危害健康。求主保護我們的國人和青
少年，並掌權在立院朝野進行的「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協商中，
納管菸品，幫助朝野能達成共識，且於本會期三讀順利通過，以保
障百姓。 
4.為萬民  罪與傷 
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
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林前 6:18)性解放思潮席捲全球，
不僅帶出各種淫亂、污穢、色情、性別角色和人倫關係的錯置混
亂，更因此攔阻人認識耶穌，敬拜真神。我們為台灣各方面的性
犯罪悔改，也求主除去假先知和污穢的靈，除去人心中「性解放
是自由」的謊言，引導人心歸向主耶穌，將屬靈的律法放在我們
裡面，寫在我們心上，使台灣的居民得著真正的自由和滿足。 
5.為列國-緬甸北部邊境克欽獨立組織                                               
10/23緬甸北部邊境克欽獨立組織舉辦約 500位左右的難民福音佈
道音樂會，當場遭軍政府空襲，造成同工、兄弟姐妹和福音朋友逾
80人死亡、百人受傷。目前軍政府升高鎮壓行動，將有 7個難民營
撤離，求神為難民營找到新且安全的安置點，保護老人和小孩，難
民都能平安順利躲過邊防軍隊；也求主賜下安慰和充足的物資，並
好的醫療資源。更求耶穌賜下和平與救恩在緬甸，使百姓心中有盼
望。   
6.為教會  
1)為父的心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
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
百姓。(路 1:17)我們求聖靈大能運行，並興起先知起來對台灣教
會說話，好叫為父的心能轉向兒女，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
教會能世代同行，生生不息。也求主拆毀世代間的疏離、冷漠、
懼怕、掌控、憤怒、苦毒、自義……等隔斷的牆，引導為父的心
能真實敞開，謙卑聆聽，真誠擁抱，在愛中挽回屬靈兒女的心。
求主將謙卑為父的心賜給台灣的教會。 
2)為在傳福音過程中，準備要收割時卻突然遇到攔阻的家人 當我
們還猶豫是否該傳福音時，神早已在對方身上動工，如今莊稼已經
熟了、可以收割了，並且要快快地收割，因為仇敵也在伺機要偷竊
快成熟的福音果子；求主提醒我們拿起神給教會的權柄，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命令仇敵不准來攪擾，並敗壞仇敵一切的詭計，使人透過
我們口中傳揚的福音、禱告和生命的見證，沒有攔阻地認識耶穌、
領受救恩，使我們順利結出福音的果子。    

靈修進度 
週日 創 世 記 43:25-34  週四 創 世 記 45:16-28 
週一 創 世 記 44:1-13  週五 創 世 記 46:1-7 
週二 創 世 記 44:14-34  週六 創 世 記 46:8-27 
週三 創 世 記 45: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