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至 4 頁：10 月 3 日秋令會第一、二講 

第 5 至 6 頁：10 月 4 日第三講、粵語敬拜 

第 7 頁：zoom 會議的一些有用資訊，請閱讀 
 

下星期沒有每日讀經思考。請用下星期反複思想秋令會的教

導。願神祝福您的思考。 
 
 
 
 
 
 

10 月 3 日秋令會 
10 月 3 日星期六，上午 9:00 - 中午 12:00，第一、二講流程 

 

歡迎（辜牧師） 
 

詩歌：《耶和華神已掌權》（國） 

 主耶和華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倚靠祢。 

凡投靠祢的必不懼怕，等候祢的必不羞愧。 

主耶和華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倚靠祢。 

凡投靠祢的必不懼怕，等候祢的必不羞愧。 

願祢的崇高過於諸天，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祢統管萬有，祢治理列邦，萬國萬民都敬拜祢。 

祢是那獨行奇事的神，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我心要堅定，我口要歌頌耶和華神已掌權。 

 主耶和華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倚靠祢。 

凡投靠祢的必不懼怕，等候祢的必不羞愧。 

願祢的崇高過於諸天，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祢統管萬有，祢治理列邦，萬國萬民都敬拜祢。 

祢是那獨行奇事的神，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我心要堅定，我口要歌頌耶和華神已掌權。 

 願祢的崇高過於諸天，祢的榮耀高過全地。 

祢統管萬有，祢治理列邦，萬國萬民都敬拜祢。 

祢是那獨行奇事的神，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我心要堅定，我口要歌頌耶和華神已掌權。 

祢是那獨行奇事的神，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我心要堅定，我口要歌頌耶和華神已掌權。 

 耶和華神已掌權，耶和華神已掌權。 
 

祈禱（徐麗娟傳道） 
 

讀經：以賽亞書 46:8-11；（段文菁姊妹    國） 

 （耶和華所言必成）8 “你們當想念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哪，要心裡思

想！9 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
10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

喜悅的，我必成就。’ 11 我召鷙鳥從東方來，召那成就我籌算的人從遠方來。我已

說出，也必成就；我已謀定，也必做成。 
 

信息 1：《牽引歷史的手》（張德健長老） 
 

詩歌：《動力信望愛》（粵） 

 我站到街中聽鬧市聲音，我望見艱辛顛沛眾生。 

我立志服務這大片人群，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 

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副） 

 我願帶歡欣遍鬧市穿梭，我願見光采閃閃眼睛。 

我立志服務，那懼怕疲勞，鍛鍊我耐力承受壓逼。 

要越過唏噓、要突破孤單、要踏碎傷心、抵抗困逼。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副） 

 （副）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 

只要你與我同往，不怕冷笑與迷惘，願降卑，效法基督，一生辛勤，獻信望愛! 
 

祈禱（辜牧師） 
 
 

中間小休，期待第二講 
 
 

歡迎（徐麗娟傳道） 
 

詩歌：《全地至高是我主》（粵）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投在祢的翅膀，願祢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 
 

祈禱（Mary Woo 姊妹） 

 

讀經：約書亞記 7:1-26；（Janet Lin 姊妹    粵）只讀 7:10-13 

 （以色列人敗於艾城）1 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支派中，謝拉的

曾孫、撒底的孫子、迦米的兒子亞干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

作。 

 2 當下，約書亞從耶利哥打發人往伯特利東邊，靠近伯亞文的艾城去，吩咐他們

說：「你們上去窺探那地。」他們就上去窺探艾城。 3 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裡，對他

說：「眾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勞累眾民都去，因

為那裡的人少。」 4 於是民中約有三千人上那裡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 5 艾

城的人擊殺了他們三十六人，從城門前追趕他們，直到示巴琳，在下坡殺敗他們。

眾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6 約書亞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長老把灰撒在頭上，在

耶和華的約櫃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 7 約書亞說：「哀哉！主耶和華啊，你為什

麼竟領這百姓過約旦河，將我們交在亞摩利人的手中，使我們滅亡呢？我們不如住

在約旦河那邊倒好！ 8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我還有什麼可說的

呢？ 9 迦南人和這地一切的居民聽見了，就必圍困我們，將我們的名從地上除滅。

那時你為你的大名要怎樣行呢？」 

 10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這樣俯伏在地呢？ 11 以色列人犯了罪，違

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的物，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滅的放在他

們的家具裡。 12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

跑，是因成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

在了。 13 你起來，叫百姓自潔，對他們說：『你們要自潔，預備明天，因為耶和

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以色列啊，你們中間有當滅的物，你們若不除掉，在仇敵

面前必站立不住。」  

 14 到了早晨，你們要按著支派近前來；耶和華所取的支派，要按著宗族近前來；耶

和華所取的宗族，要按著家室近前來；耶和華所取的家室，要按著人丁，一個一個

地近前來。 15 被取的人有當滅的物在他那裡，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燒；因他違

背了耶和華的約，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亞干認罪）16 於是，約書亞清早起來，使以色列人按著支派近前來，取出來的是

猶大支派； 17 使猶大支派 [原文作：宗族] 近前來，就取了謝拉的宗族；使謝拉的宗

族，按著家室人丁，一個一個地近前來，取出來的是撒底； 18 使撒底的家室，按

著人丁，一個一個地近前來，就取出猶大支派的人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迦米

的兒子亞干。 19 約書亞對亞干說：「我兒，我勸你將榮耀歸給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在他面前認罪，將你所做的事告訴我，不要向我隱瞞。」 20 亞干回答約書亞

說：「我實在得罪了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 21 我在所奪的財



物中看見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舍客勒銀子，一條金子重五十舍客勒，我就貪

愛這些物件，便拿去了。現今藏在我帳篷內的地裡，銀子在衣服底下。」 

 22 約書亞就打發人跑到亞干的帳篷裡，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帳篷內，銀子在底下。 
23 他們就從帳篷裡取出來，拿到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那裡，放在耶和華面前。 24 約

書亞和以色列眾人把謝拉的曾孫亞干和那銀子、那件衣服、那條金子，並亞干的兒

女、牛、驢、羊、帳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帶到亞割谷去。 25 約書亞說：「你為

什麼連累我們呢？今日耶和華必叫你受連累。」於是以色列眾人用石頭打死他，將

石頭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燒他所有的[b原文作「他們」]。 26 眾人在亞干身上堆成一

大堆石頭，直存到今日。於是耶和華轉意，不發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亞割 
[就是「連累」的意思] 谷，直到今日。 

 

信息 2：《一個連累全營的人》（張德健長老） 
 

詩歌：《行在信实恩典中》（国） 

 神領我進入美地    有山    有谷    有泉源  

祂為我有豐盛預備    我必定一無所缺 

我心嚮往主的應許    主的話語我必遵行 

每一步有主的帶領    我一生跟主向前行 

我行在耶和華的信實恩典中    信實恩典中 

我行在耶和華的信實恩典中   信實恩典中（重複） 

 我以神的信實為糧    嗎哪每天為我而降 

引領我    試煉我    我活著單靠神話語 

我以神的信實為糧    嗎哪每天為我而降 

出曠野    入美地    我一生跟隨主到底 

 我行在耶和華的信實恩典中    信實恩典中 

我行在耶和華的信實恩典中   信實恩典中 

我行在耶和華的信實恩典中    信實恩典中 

我行在耶和華的信實恩典中   信實恩典中 
 

祈禱（張德健長老）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osh+7&version=CUVMPT#fzh-CUVMPT-5976b


10 月 4 日星期日，粵語敬拜 
上午 9:30，第三講 

 
歡迎（Kelvin 弟兄） 
 

宣召經文：詩篇 63:1-4（Kelvin 弟兄） 

 1 神啊，祢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尋求祢！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想祢， 

我的心切慕祢。2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祢，為要見祢的能力和祢的榮耀。3 因祢的

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頌讚祢。4 我還活的時候要這樣稱頌祢，我要奉祢的

名舉手。 

 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無窮盡。阿

們。 
 

禱告（劉瑩姊妹，完後劉瑩姊妹領弟兄姊妹齊用主禱文尋求主面） 

• 《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

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

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詩歌《誰曾應許》 

 誰曾應許    一生不撇下我    每段窄路    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    於青草恬靜處躺臥    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    天天看顧著我    晝夜眷佑    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    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因祢是我主   我避難所    我盾牌和詩歌 

祢是我的高臺    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    祢永在我心窩 

唯祢有永生江河    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 

 誰曾應許    天天看顧著我    晝夜眷佑    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    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因祢是我主   我避難所    我盾牌和詩歌 

祢是我的高臺    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    祢永在我心窩 

唯祢有永生江河    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 

因祢是我主   我避難所    我盾牌和詩歌 

祢是我的高臺    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    祢永在我心窩 

唯祢有永生江河    除祢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    神祢竟這般顧念我 
 

讀經：路加福音 12:12-21；（Alice Cho 姊妹）只讀 12:16-21 



 12 因為正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警戒貪心）13 眾人中有一個人

對耶穌說：「夫子，請你吩咐我的兄長和我分開家業。」 14 耶穌說：「你這個

人！誰立我做你們斷事的官，給你們分家業呢？」 15 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

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無知的財主）16 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 17 自己心裡思想

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呢？』 18 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

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 19 然後要對我的靈

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做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

吧！」』 20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

呢？』 21 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信息 3：《一個無知的精明人》（張德健長老） 
 

詩歌《因著信》；與耶穌同行，日復一日 

 憑信    他離別吾珥    因信    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    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    贏到祝福    換了名字 

憑信    他行近紅海    因信    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    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    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    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    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    常在心裡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    我們懷著憑據    因信    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    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同心祈禱、讚美、祝福（CK） 
 
 

 
 
  



弟兄姐妹平安！本週六，週日秋令會期待您的參與。 
 

1. 進入會議 

 請點 zoom 鏈接進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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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撥打以下任何電話號碼，聽到語音後輸入會議 ID 797 450 1809(＃), 密碼是 337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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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 ID：797 450 1809 

密碼：337112 
 

2. 10 月 3 日星期六 

 第一講和第二講：上午 9:00 到中午 12:00。中間有小休。 

 譯文和經文：《1. 牽引歷史的手》以賽亞書四十六章 8-11 節；《2. 一個連累全營的人》約書亞

記七章 1-26 節 

 時間：9：00 開始，請 8:45 前上線 

 請準備好聖經 
 

3. 10 月 4 日星期日 

 第三講：《3. 一個無知的精明人》路加福音十二章 12-21 節 

 時間：上午 9:30（粵，無國語翻譯），請提前幾分上線 

 時間：上午 10:45（國，無粵語翻譯），請提前幾分上線 

 請準備好聖經 
 

4. 溫馨提醒： 

 當您進入 zoom 時，zoom 會先放您在等候室（這讓我們可以識別清除黑客），同工很快會讓您

進入群裡。同時 zoom 系統也將靜音您。謝謝您的耐心和諒解。之前請確保您的手機電子設備之

類已充滿電； 

 星期六兩堂有翻譯，所選詩歌包括粵，國語。您若不熟悉某首詩歌，我們深表悔意，但希望歌詞

同樣能鼓舞您； 

 星期六兩堂期間小休，您可以按* 6（星 6）開音聊天。小休期間請勿退出 zoom 群，可能會有困

難重新連接； 

 星期日國語弟兄姊妹請在 10:35 之後進入 zoom 群，那時粵語崇拜應該剛好結束； 

 我們非常高興和感謝上帝，疫情期間能用 zoom 與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聚集，如若科技或其

他因素帶來任何的不便，請見諒； 

 任何詢問請電 202-271-8422 辜牧師。非常抱歉，週六上午 8:30 之後撥打的電話可能無法答復，

因為那時候我們將正忙於開始聚會； 

 請為張德健長老和整個秋令會禱告，願上帝恩膏，教會得到建立，主被高舉，一切讚美榮耀歸於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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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