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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 日秋令会 
10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9:00 - 中午 12:00，第一、二讲流程 

 

欢迎（辜牧师） 
 

诗歌：《耶和华神已掌权》（国）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倚靠祢。 

凡投靠祢的必不惧怕，等候祢的必不羞愧。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倚靠祢。 

凡投靠祢的必不惧怕，等候祢的必不羞愧。 

愿祢的崇高过于诸天，祢的荣耀高过全地。 

祢统管万有，祢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祢。 

祢是那独行奇事的神，在祢没有难成的事。 

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倚靠祢。 

凡投靠祢的必不惧怕，等候祢的必不羞愧。 

愿祢的崇高过于诸天，祢的荣耀高过全地。 

祢统管万有，祢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祢。 

祢是那独行奇事的神，在祢没有难成的事。 

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愿祢的崇高过于诸天，祢的荣耀高过全地。 

祢统管万有，祢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祢。 

祢是那独行奇事的神，在祢没有难成的事。 

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祢是那独行奇事的神，在祢没有难成的事。 

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已掌权。 
 

祈祷（徐丽娟传道） 
 

读经：以赛亚书 46:8-11；（段文菁姊妹    国） 

 （耶和华所言必成）8 “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哪，要心里思

想！ 9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



10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

喜悦的，我必成就。’ 11 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

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信息 1：《牵引历史的手》（张德健长老） 
 

诗歌：《动力信望爱》（粤） 

 我站到街中听闹市声音，我望见艰辛颠沛众生。 

我立志服务这大片人群，要让这动力燃亮爱心。 

我愿意关心软弱与灰心，要用我双手鼓舞信心。 

我愿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昼夜去传送信望爱！（副） 

 我愿带欢欣遍闹市穿梭，我愿见光采闪闪眼睛。 

我立志服务，那惧怕疲劳，锻炼我耐力承受压逼。 

要越过唏嘘，要突破孤单，要踏碎伤心，抵抗困逼。 

我愿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昼夜去传送信望爱！（副） 

 （副）光阴匆匆多少机会身边经过，谁能伸手献出关怀不再退避？ 

只要你与我同往，不怕冷笑与迷惘，愿降卑，效法基督，一生辛勤，献信望爱！ 
 

祈祷（辜牧师） 
 
 

中间小休，期待第二讲 
 
 

欢迎（徐丽娟传道） 
 

诗歌：《全地至高是我主》（粤） 

 愿灵内苏醒，心献颂赞歌声，投在祢的翅膀，愿祢施恩救拯。 

 愿荣耀归主，高唱颂赞新歌，琴和应瑟奏鸣，乐韵歌声齐贺。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颂扬，让这歌尽献主，荣光高照诸天。 

 慈爱达到穹苍处，恩慈信实，并赐下宽容饶恕。 
 

祈祷（Mary Woo 姊妹） 
 

读经：约书亚记 7:1-26；（Janet Lin 姊妹    粤）只读 7:10-13 

 （以色列人败于艾城）1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

曾孙、撒底的孙子、迦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

作。 



 2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艾城去，吩咐他们

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艾城。 3 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

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

为那里的人少。” 4 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 5 艾城

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琳，在下坡杀败他们。众

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6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

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 7 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

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

约旦河那边倒好！ 8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呢？ 9 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

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10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 11 以色列人犯了罪，违

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

们的家具里。 12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

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

在了。 13 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

前必站立不住。” 

 14 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近前来；耶

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

地近前来。 15 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

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亚干认罪）16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近前来，取出来的是

犹大支派； 17 使犹大支派 [原文作：宗族] 近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

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地近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 18 使撒底的家室，按

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近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迦米

的儿子亚干。 19 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 20 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

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 21 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

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五十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

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 

 22 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 
23 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 24 约

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

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割谷去。 25 约书亚说：“你为什

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

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 [原文作「他們]。 26 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

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割 [就是

「連累」的意思] 谷，直到今日。 



 

信息 2：《一个连累全营的人》（张德健长老） 
 

诗歌：《行在信实恩典中》（国） 

 神领我进入美地    有山    有谷    有泉源 

祂为我有丰盛预备    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    主的话语我必遵行 

每一步有主的带领    我一生跟主向前行 

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    信实恩典中 

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    信实恩典中（重复） 

 我以神的信实为粮    吗哪每天为我而降 

引领我    试炼我    我活着单靠神话语 

我以神的信实为粮    吗哪每天为我而降 

出旷野    入美地    我一生跟随主到底 

 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    信实恩典中 

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    信实恩典中 

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    信实恩典中 

我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    信实恩典中 
 

祈祷（张德健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本周六、周日秋令会期待您的参与。 
 

1. 进入会议 

 请点 zoom 链接进入会议
https://zoom.us/j/7974501809?pwd=clU0a0s4UUxRbDAxaUxRb2pNZm5ydz09  

 或是拨打以下任何电话号码，听到讲话后输入会议 ID 797 450 1809(#), 密码是 337 112(#) 
        +1 301 715 8592 US (Germantown) 
        +1 646 558 8656 US (New York) 
        +1 312 626 6799 US (Chicago)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1 669 900 9128 US (San Jose) 
        +1 253 215 8782 US (Tacoma) 

会议 ID: 797 450 1809 

密码: 337112 
 

2. 10 月 3 日星期六 

 第一讲和第二讲：上午 9:00 到中午 12:00。中间有小休。 

 题目和经文：《1. 牽引歷史的手》以赛亞書四十六章 8-11 節；《2. 一個連累全營的人》約書亞

記七章 1-26 節 

 时间：9:00 开始，请 8:45 前上线 

 请准备好圣经 
 

3. 10 月 4 日星期日 

 第三讲：《3. 一個無知的精明人》路加福音十二章 12-21 節 

 时间：上午 9:30（粤，无国语翻译），请提前几分上线 

 时间：上午 10:45（国，无粤语翻译），请提前几分上线 

 请准备好圣经 
 

4. 溫馨提醒： 

 当您进入 zoom 时，zoom 会先放您在等候室（这让我们可以识别清除黑客），同工很快会让您

进入群里。同时 zoom 系统也将静音您。谢谢您的耐心和谅解。之前请确保您的手机电子设备之

类已充满电； 

 星期六两堂有翻译，所选诗歌包括粤、国语。您若不熟悉某首诗歌，我们深表歉意，但希望歌词

同样能鼓舞您； 

 星期六两堂期间小休，您可以按 *6（星 6）开音聊天。小休期间请勿退出 zoom 群，可能会有困

难重新连接； 

 星期日国语弟兄姊妹请在 10:35 之后进入 zoom 群，那时粤语崇拜应该刚好结束； 

 我们非常高兴和感谢上帝，疫情期间能用 zoom 与来自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聚集，如若科技或其

他因素带来任何的不便，请见谅； 

 任何询问请电 202-271-8422 辜牧师。非常抱歉，周六上午 8:30 之后拨打的电话可能无法答复，

因为那时候我们将正忙于开始聚会； 

 请为张德健长老和整个秋令会祷告，愿上帝恩膏，教会得到建立，主被高举，一切赞美荣耀归于

上帝。 

 

https://zoom.us/j/7974501809?pwd=clU0a0s4UUxRbDAxaUxRb2pNZm5ydz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