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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連結神學院  建立國度觀  實踐大使命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2019 年 6 月 23 日 

聖靈降臨期的意義在於上主應許的成就，透過聖靈的引導與幫助，使我們的生命成長更新。 

本堂近期活動消息 

日期時間 聚會內容 內容/負責人或講員 參與者 地點 

6/23(日) 09:00 成人主日學 周士煒牧師 開放 405 教室 

6/23(日) 10:00 主日禱告會 吳聲昌執事 開放 信神餐廳 

6/23(日) 10:30 主日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 開放 路德廳 

6/23(日) 10:30 兒童主日學 舊約聖經/尼西米重建城牆 兒童 辦公室二樓 

6/23(日) 13:00 詩  班 練  詩 詩班成員 路德廳 

6/23(日) 13:00 爆米花小屋 社區兒童事工 兒童 辦公室一樓 

6/25(二) 10:00 姊妹會 福音寫真/福音餐會 姊妹 辦公室一樓 

6/27(四) 19:30 禱告會 吳家駒長老 開放 辦公室一樓 

6/28(五) 19:30 社青團契 界線(下)/陳永翰弟兄 社青 辦公室二樓 

6/28(五) 19:45 信望愛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倪錦蘭姊妹 會友 辦公室一樓 

6/29(六) 07:30 禱告會 周士煒牧師 開放 辦公室一樓 

6/29(六) 白天 國、高團契 出   遊 國高中生  

6/29(六) 19:30 哈利路亞小組 哥林多前書 9 章/韓文萍姊妹 會友 辦公室二樓 

7/03(三) 09:30 旺得福 社區長者事工 長者 辦公室一樓 

本堂 2019 年目標：人人都需要福音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

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 4：18～19） 

周士煒牧師 0920-854250  pianojou@gmail.com 

朱頌恩牧師 0915-630922  laynaing2@gmail.com 

30080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 51 巷 11 號 教會電話：03-5737271 傳真：03-5737078 

E-mail：triumph5111@gmail.com  網址：http://www.triumph.org.tw 

郵政劃撥帳號：16449070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省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得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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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一、預備禮 
問安 ················································································································· 領    唱 

詩歌敬拜 ······································································································· 領    唱 

安靜頌  (坐) ······························································································· 司    禮 

宣召啟應  (坐)··························································································· 司    禮 

啟：這個世界不喜歡尋求神，只愛追求屬於自己的利益。 

應：但上主卻向我們伸手招呼，祂要顯明祂的憐憫。 

啟：祂沒有藐視輕看活在患難中的人，反倒垂聽受苦之人的呼求。 

應：讚美上主，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合：永恆的上主，傷心之人的安慰者，心碎之人的療癒者，求祢使

我們得著救恩之樂。 

頌讚詩歌  (立)······· 神兒子，永世救贖主（頌主聖詩 48 首） ······· 司    禮 

認罪與宣赦  (立) ······················································································ 司∕主禮 

榮耀頌  (立) ······························································································· 司    禮 

二、聖道禮 

第一經課  (坐)  ·························· 以賽亞書 65: 1-9 ···························· 讀    經 

1「沒有求問我的，我要讓他們找到；沒有尋找我的，我要讓他們尋

見；我對沒有呼求我名的國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2我整天

向那悖逆的百姓招手，他們隨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3這百姓時常

當面惹我發怒，在園中獻祭，在磚上燒香，4在墳墓間停留，在隱密

處過夜，吃豬肉，器皿中有不潔淨之肉熬的湯；5且對人說：『你站

開吧！不要挨近我，因為我對你來說太神聖了。』這些人惹我鼻中冒

煙，如終日燃燒的火。6-7看哪，這些都寫在我面前。我必不靜默，

卻要施行報應，將你們和你們祖先的罪孽全都報應在後人身上；因為

他們在山上燒香，在岡上褻瀆我，我要按他們先前所行的，報應在他

們身上；這是耶和華說的。」8耶和華如此說：「人在葡萄中尋得新

酒時會說：『不要毀壞它，因為它還有用處』；同樣，我必因我僕人

的緣故，不將他們全然毀滅。9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從猶大中領

出那要繼承我眾山的；我的選民要繼承它，我的僕人要在那裏居住。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22: 19-28 ······························· 司    禮 

啟：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 

應：求你救我的性命脫離刀劍，使我僅有的脫離犬類， 

啟：求你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 

應：我要將你的名傳給我的弟兄，在會眾中我要讚美你。 

啟：敬畏耶和華的人哪，要讚美他！雅各的後裔啊，要榮耀他！以色

列的後裔啊，要懼怕他！ 

應：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轉臉不顧他們；那受苦

之人呼求的時候，他就垂聽。 

啟：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

還我的願。 

應：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耶和華的人讚美他。願你們的心永

遠活著！ 

 
 
 
 

《安靜頌》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 
，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
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 
，應當肅靜。阿們。 
 
 

《認罪後詩歌》 
求主憐憫我們；求基督憐
憫我們；求主憐憫我們。 

 
《榮耀頌》 

但願榮耀歸與父、子、聖

靈，父子聖靈。起初這樣
現在這樣，以後也這樣，
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主禮：周士煒牧師 

司禮：唐復豪執事 

司琴：劉曉韻姊妹 

領唱：吳家駒長老 

讀經：吳琭思姊妹 

司獻：周弘裕弟兄 

盧之輝弟兄 

招待：陳巧容姊妹 

周超霞姊妹 

音控：韓正倫執事 

投影片：韓宗林姊妹 

兒主：黃博雅師母 

      黃鄧娥姊妹 

奉獻出納：尹承英姊妹 

謝飯：張靜如執事 

愛宴清潔：哈利路亞小組 

週六清潔：陳麗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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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

前敬拜。 

應：因為國度屬於耶和華，他是管理列國的。 

第二經課  (坐)  ·························加拉太書 3: 23-29 ··························· 讀    經 

23 但這「信」還未來以前，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像被圈住，直

到那將來的「信」顯明出來。24 這樣，律法是我們的啟蒙教師，直

到基督來了，好使我們因信稱義。25 但這「信」既然來到，我們從

此就不在啟蒙教師的手下了。26 其實，你們藉著信，在基督耶穌裏

都成為上帝的兒女。27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28不

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為

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29 既然你們屬於基督，你們就是亞

伯拉罕的子孫，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福音前詩歌  (立) ······················································································ 司    禮 

福音經課  (立)  ·························路加福音 8: 26-39 ··························· 主    禮 
26 他們到了格拉森人的地區，就在加利利的對面。27 耶穌上了岸，

就有城裏一個被鬼附的人迎著他走來。這個人好久不穿衣服，不住在
屋子裏，而住在墳墓裏。28 他看見耶穌，就喊叫著俯伏在他面前，
大聲說：「至高上帝的兒子耶穌，你為甚麼干擾我？我求你，不要叫
我受苦！」29 這是因耶穌曾吩咐污靈從這人身上出來。原來這污靈
屢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鐵鏈和腳鐐捆鎖，他竟把鎖鏈掙斷，
被鬼趕到曠野去。30耶穌問他：「你的名字叫甚麼？」他說：「群」；
這是因為附著他的鬼多。31 鬼就央求耶穌不要命令他們到無底坑裏
去。32 那裏有一大群豬正在山坡上吃食，鬼央求耶穌准他們進入豬
裏；耶穌准了他們。33 於是鬼從那人出來，進入豬裏，那群豬就闖
下山崖，投進湖裏，淹死了。34 放豬的看見這事就逃跑了，去告訴
城裏和鄉下的人。35眾人出來，要看發生了甚麼事；到了耶穌那裏，
發現那人坐在耶穌腳前，鬼已離開了他，穿著衣服，神智清醒，他們
就害怕。36 看見這事的人把被鬼附的人怎麼得醫治的事告訴他們。

37 格拉森周圍地區的人，因為害怕得很，都求耶穌離開他們；耶穌
就上船回去了。38 鬼已從身上出去的那人懇求要和耶穌在一起，耶
穌卻打發他回去，說：39「你回家去，傳講上帝為你做了多麼大的事。」
他就走遍全城，傳揚耶穌為他做了多麼大的事。 

證道  (坐)  ········································ 多麼大的事 ································· 主    禮 
回應詩歌  (立)  ·········· 我愛傳揚主福音（頌主聖詩 488 首） ············ 司    禮 
使徒信經  (立)··························································································· 司    禮 
消息報告  (坐)··························································································· 司    禮 
平安禮  (立) ······························································································· 司    禮 
奉獻與禱告  (坐→立) ············································································ 司    禮 
主禱文  (立) ······························································································· 司    禮 

三、差遣禮 
祝福  (立) ···································································································· 主    禮 
阿們頌  (立) ······························································································· 司    禮 
差遣文  (立) ······························································································· 司    禮 
啟：哈利路亞！你們要進入世界，在聖靈的力量中歡欣快樂，並常

常倚靠聖靈的幫助成為我主耶穌基督的見證人。 
應：阿們！ 

殿樂  (坐)   ～請安靜默禱至殿樂結束～  

 
 
 
 
 
 
 
 
 
 

《福音前詩歌》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又
是我路上的光。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
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
生子，我們的主，因著聖
靈成孕，從童女馬利亞所

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
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
了，葬了。下到陰間。第
三天從死裡復活。後升天 
，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
的右邊。將來要從那裡降
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 
、聖徒相通、罪得赦免；

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
們。 
 

《奉獻詩歌》 
我今所作奉獻，都是主所
賜給，凡我所有都屬於主 
，由主託我管理。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
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
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

日用的飲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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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我們脫離凶

惡。因為國度、權柄、榮
耀，全是祢，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直到永遠。阿
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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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我要將你的名傳給我的弟兄，在會眾中我要讚美你。（詩 22：22） 

本堂消息 
1. 背誦本週金句。 
2. 6/27(四)禱告會主題為兒童夏令營禱告，請黃琴雅師母提供代禱事項給幹事，時間為晚上 7:30，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3. 7/13(六)9:00~16:30 有宣教講座-二千年宣教史，地點 406 教室。中午提供便當，欲參加者請至招

待桌填寫報名；7/14(日)宣教主日，歡迎踴躍參加。 
4. 招待桌上有兒童事工「爆米花小屋」的 DM，請自由領取張貼社區及送給有孩童的鄰舍。 
5. 七月份生命樹靈修月刊開始登記，除已經連續訂購者外，欲購買的弟兄姊妹請至招待桌登記，

領書時再付款。 
6.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 79 人；週日禱告會 8 人；兒主 8 人；姊妹會 14 人；週四禱告會 9

人；社青團契 6 人；信望愛小組 9 人；週六禱告會 6 人；國高團契 7 人；哈利路亞小組 7 人；
蒙恩小組 6 人。 

7. 下週主日 6/30 服事同工：主禮：周士煒；司禮：賈華英；司琴：黃博雅；領唱：韓文萍；讀
經：陳巧容；司獻：韓正倫、周超霞；招待：陳繼斌、張素娟；音控：陳泳旭；投影片：林阿
釧；奉獻出納：穆金珠；謝飯：周士煒；愛宴清潔：蒙恩小組；週六清潔：張靜如；兒主：陳
美翠、張靜如。 

8. 歡迎新朋友並歡迎參加愛宴。愛宴由張靜如執事帶謝飯禱告，哈利路亞小組負責餐後整潔。 

代禱事項 
【普世宣教】 
1. 本週我們為在中國的朝鮮族代禱，他們大多是在十九世紀後遷入中國，目前中國境內約有 250

萬人，主要居住在與朝鮮半島接鄰的東北地區。中國朝鮮族非常重視教育，就讀大學與研究所
人口的比率遠高於其他少數民族，但也因這緣故普遍傾向移民到南韓，人口外移與老化的現象
非常嚴重。朝鮮族約有 30%的基督徒，求主恩待在中國的朝鮮族教會，使他們勇敢傳揚福音，
領人歸主。 

【國家】 
1. 在高雄市登革熱防治經費的補助，中央與地方仍無共識之際，又傳出三民區鼎盛里新增一例本土

登革熱病例，疫情可能擴大。請為政府能放下黨爭，為全國百姓考量做事禱告。 
【教會】 
1. 為兒童事工暑期營會、成人主日學以及長者事工旺得福的暑期課程禱告。願神保守幫助同工，

有很好的課程規劃和推廣，讓更多的人認識真神耶穌。 
2. 為教會能在社區中有好名聲與見證代禱，願上帝藉著我們的行動賜福給社區。 
【信神】 
1. 請為同學們暑期生活，教會實習或短宣順利代禱。 
2. 請為暑密 6/23~6/28 的 SYIS 課程代禱，求神保守本次帶領課程的 4 位引導員有好的體力和精神

來授課，學員在課程中的學習和領受有好的果效。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6/23) 
   賽 65:1-9；詩 22:19-28；加 3:23-29；路 8:26-39 
回應降臨後第二主日 

6/24(一)  詩 64:1-10；伯 18:1-21；林前 1:18-31 
6/25(二)  詩 64:1-10；伯 19:1-22；弗 2:11-22 

6/26(三)  詩 64:1-10；結 32:1-10；路 9:37-43a 
預備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 
    6/27(四)  詩 16:1-11；利 9:22-10:11；林後 13:5-10 
    6/28(五)  詩 16:1-11；王下 1:1-16；加 4:8-20 

6/29(六)  詩 16:1-11；申 32:15-27、39-43；路 9:21-27 
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6/30) 
   王上 19:15-16、19-21；詩 16:1-11；加 5:1、13-25；路 9:51-62 

十一奉獻 108,400 

主日奉獻 3,772 

感恩奉獻  

愛心奉獻 5,000 

愛宴奉獻 550 

信擴奉獻    

清潔奉獻  

專案奉獻  

上週奉獻合計 117,722 

五月餘絀 -37,613 

年度餘絀 -114,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