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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連結神學院  建立國度觀  實踐大使命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 2019 年 7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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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日) 10:00 主日禱告會 唐復豪執事 開放 信神餐廳 

7/07(日) 10:30 主日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 開放 路德廳 

7/07(日) 10:30 兒童主日學 大堂崇拜 兒童 辦公室二樓 

7/07(日) 13:00 爆米花小屋 社區兒童事工 兒童 辦公室一樓 

7/07(日) 14:30 安養中心探訪 帶動唱、獻詩、施餐 開放 仁愛之家 

7/09(二) 10:00 姊妹會 周牧師時間 姊妹 辦公室一樓 

7/10(三) 09:30 旺得福 社區長者事工 長者 辦公室一樓 

7/11(四) 19:30 禱告會 陳明志長老 開放 辦公室一樓 

7/12(五) 19:45 信望愛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陳美翠姊妹 會友 辦公室一樓 

7/12(五) 19:30 社青團契 聚餐/陳泳旭弟兄 社青 餐      廳 

7/13(六) 07:30 禱告會 周士煒牧師 開放 辦公室一樓 

7/13(六) 09:00 宣教講座 二千年宣教史/魏外揚老師 開放 406 教室 

7/13(六) 19:30 國、高團契 林前八章/陳嬿如姊妹 國高中生 辦公室一樓 

7/13(六) 19:30 哈利路亞小組 哥林多前書 10 章/邱國材弟兄 會友 辦公室二樓 

7/13(六) 19:30 蒙恩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唐復豪執事 會友 辦公室二樓 

7/21(日) 14:30 崇拜講座 淺談崇拜禮儀/陳冠賢牧師 會友 406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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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都當向上主歡呼，稱頌祂至高至大的名。 

應：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上主，因祂要作新事在你們當中。 

啟：上主的國已經臨到了，屬祂的子民都要傳揚。 

應：我們都要傳揚祂的名字，因為祂也記住我們的名字。 

頌讚詩歌  (立)········ 錫安美門今求大開（頌主聖詩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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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10-14 ·························· 讀    經 

10「你們所有愛慕耶路撒冷的啊，要與她一同歡喜，為她高興；你們

所有為她悲哀的啊，都要與她一同樂上加樂；11 使你們在她安慰的

懷中吃奶得飽，盡情吸取她豐盛的榮耀，滿心喜樂。」12 耶和華如

此說：「看哪，我要使平安臨到她，好像江河；使列國的榮耀及於她，

如同漲溢的溪流。你們要盡情吸吮；你們必被抱在身旁，搖弄在膝上。

13我要安慰你們，如同母親安慰兒女；你們也必在耶路撒冷得安慰。

14 你們看見，心裏就喜樂，你們的骨頭必如草生長；耶和華的手在

他僕人身上彰顯，他卻要向他的仇敵發怒。」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66: 1-9 ································· 司    禮 

啟：全地都當向上帝歡呼！ 

應：當歌頌他名的榮耀，使讚美他的話大有榮耀！ 

啟：當對上帝說：「你的作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敵要向你投

降。 

應：全地要敬拜你，歌頌你，要歌頌你的名。」 

啟：你們來看上帝所做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 

應：他將海變成乾地，使百姓步行過河；我們在那裏要因他歡喜。 

啟：他用權能治理，直到永遠。他的眼睛鑒察萬民；悖逆的人不可自

高。 

應：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上帝，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 

合：他使我們的性命存活，不叫我們的腳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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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王一言長老 

      吳家駒長老 

      吳聲昌執事 

      唐復豪執事 

司琴：陳嬿如姊妹 

領唱：陳永翰弟兄 

讀經：穆金珠姊妹 

獻詩：蒙恩小組 

司獻：韓文萍姊妹 

周超霞姊妹 

招待：陳愛珠姊妹 

陳巧容姊妹 

音控：吳家駒長老 

投影片：伍展佑弟兄 

奉獻出納：陳巧容姊妹 

謝飯：陳明志長老 

愛宴清潔：社青團契 

週六清潔：田榮美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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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經課  (坐)  ·························· 加拉太書 6: 7-16 ···························· 讀    經 

7不要自欺；上帝是輕慢不得的，因為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8順著肉體撒種的，必從肉體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

永生。9我們行善不可喪志，因為若不灰心，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有收

成。10所以，一有機會就要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要這樣。

11你們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12那些想要炫耀外表的

人才勉強你們受割禮，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13 他

們那些受割禮的，連自己也不守律法；他們要你們受割禮，不過是要

拿你們的肉體誇口。14 但我絕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

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

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15 受割禮或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

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16凡照這準則行的人，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

和上帝的以色列民。 

獻詩 (坐) ··············································· 救主的愛 ··································· 蒙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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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經課  (立)  ·················· 路加福音 10: 1-11, 16-20 ····················· 主    禮 

1這些事以後，主另外指定七十二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

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2他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3你們去吧！看！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羔羊進入狼群。4不要帶錢囊，

不要帶行囊，不要帶鞋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問安。5無論進哪一家，

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6那裏若有當得平安的人，你們所求的

平安就必臨到那家，不然，將歸還你們。7你們要住在那家，吃喝他

們所供給的，因為工人得工錢是應當的；不要從這家搬到那家。8無

論進哪一城，人若接待你們，給你們擺上甚麼食物，你們就吃甚麼。

9要醫治那城裏的病人，對他們說：『上帝的國臨近你們了。』10無

論進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們，你們就到大街上去，說：11『就是你

們城裏的塵土黏在我們的腳上，我們也當著你們擦去。但是，你們該

知道上帝的國臨近了。』 

16 耶穌又對門徒說：「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棄絕你們的就是棄

絕我；棄絕我的就是棄絕差遣我來的那位。」17 那七十二個人歡歡

喜喜地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18 耶

穌對他們說：「我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19 我已經給

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絕沒有甚麼能

害你們。20 然而，不要因靈服了你們就歡喜，而要因你們的名記錄

在天上歡喜。」 

證道  (坐)  ······························· 耶穌的名與我們的名 ······················· 主    禮 

回應詩歌  (立)  ········ 齊讚耶穌大能聖名（頌主聖詩 41 首） ··········· 司    禮 

使徒信經  (立)··························································································· 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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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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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告  (坐)··························································································· 司    禮 

平安禮  (立) ······························································································· 司    禮 

奉獻與禱告  (坐→立) ············································································ 司    禮 

三、聖餐禮 
聖餐詩歌  (立)  ··········· 我靈，應當披上喜樂（頌主聖詩 262 首） 

聖頌與禱告  (立) 

啟：願主與你們同在。 

應：也與你同在。 

啟：大家獻心於主。 

應：我們獻心與主。 

啟：我們應當感謝我主上帝。 

應：感謝我主上帝是應當的。 

啟：無論在何時何地，感謝祢全能的父，永生的上帝，這是應當

的，也是美好的。因此，我們與眾天使和天上的會眾，一同

稱頌祢榮耀的聖名，常常讚美祢說： 

合：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主耶和華。祢的榮光充滿全地。高

高在上和撒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撒那。 

啟：主耶穌基督，我們感謝你，頌揚你的聖名；因你降世為人，住

在我們中間，受苦受死，擔當我們的罪。但主勝過死亡，並榮

耀升天。如今我們來到主的桌前，特為要領受主的聖體和寶血。

求主使我們能夠謙卑記念主的大慈愛，彼此連結，好比葡萄樹

與枝子連結一樣；叫我們彼此相愛，像你愛我們一樣；並將我

們聚集在主的天國，得享無窮的歡樂。阿們！ 

祝餐與召請  (坐) 

施餐  (坐) 

感恩  (立) 

全體：全能的主，永生的上帝，我們為這聖餐感謝你。求你按著你的

慈愛堅固我們、激勵我們，使我們靠著你的愛子耶穌基督，勇

於向善、彼此相愛。願榮耀都歸給聖父、聖子、聖靈，獨一的

上帝，無始無終的真神。阿們！ 

主禱文  (立) ······························································································· 主    禮 

四、差遣禮 
祝福  (立) ···································································································· 主    禮 

阿們頌  (立) ······························································································· 司    禮 

差遣文  (立) ······························································································· 司    禮 

啟：你們當剛強壯膽，持守一切美善的事，在生活中顯出基督的馨

香之氣，將祝福帶給身邊的人們。 

應：阿們！ 

殿樂  (坐)   ～請安靜默禱至殿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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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要因靈服了你們就歡喜，而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 10：20） 

本堂消息 
1. 背誦本週金句。 
2. 今日下午有安養中心探訪，參加者請 14:00 教會集合前往。 
3. 7/11(四)禱告會主題為關懷事工禱告，請吳家駒長老提供代禱事項給幹事，時間為晚上 7:30，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 
4. 成主課程：1)7/13(六)9:00~16:30 宣教講座-二千年宣教史，講員：魏外揚老師，中午提供便當，

報名至 7/11(四)；2)大學通識教育: what? why? how?日期：8/10(週六) 9:00~12:00，講員：黃坤錦老
師。請至招待桌填寫報名單。 

5. 7/20(六)9:00 於社區中心召開長執會議，請長執準時參加；有關心長執會開會內容之弟兄姊妹可
列席參加。 

6. 本堂於 7/21(日) 14:30-16:00 舉辦崇拜講座與座談會「淺談崇拜禮儀」，地點：406 教室，歡迎弟
兄姊妹踴躍參加。 

7.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 74 人；週日禱告會 5 人；兒主 10 人；週四禱告會 9 人；社青團契 4
人；信望愛小組 11 人；週六禱告會 6 人；國高團契 5 人。 

8. 下週主日 7/14 服事同工：主禮：周士煒；司禮：吳家駒；司琴：王玉玲；領唱：吳琭思；讀
經：陳永翰；司獻：陳愛珠、陳麗靜；招待：周弘裕、吳聲昌；音控：唐復豪；投影片：林阿
釧；奉獻出納：穆金珠；謝飯：吳家駒；愛宴清潔：哈利路亞小組；週六清潔：王一言。 

9. 歡迎新朋友並歡迎參加愛宴。愛宴由陳明志長老帶謝飯禱告，社青團契負責餐後整潔。 

代禱事項 
【普世宣教】 
1. 本月為宣教機構代禱，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的主要事工為聖經翻譯，其宗旨是期盼每個人都能

夠用自己的母語誦讀聖經。目前仍約有 15 億人沒有自己第一語言(母語)的整部聖經，請為該會
的聖經翻譯事工代禱，使宣教士在當地語言學習與人身安全上都有上主的保守與看顧。 

【國家】 
1. 銓敘部 59 萬筆個資外洩事件，其中包括有外國國安網站，將我國國安局等八大情治系統的人員

個資流出，疑似被中國掌握。對此，行政院稍早表示，此案被洩漏的是 2005 年至 2012 年「一般
公務員」的個資，情治人員的資料並未外洩。求神保守幫助台灣政府官員有能力、魄力管理國
事，維護國安。 

【教會】 
1. 為 8/2-8/3 親子露營、成人主日學的暑期課程：7/13(六) 9:00~16:30 宣教講座-二千年宣教史；8/10

通識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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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六)9:00 召開的長執會禱告，願神保守紀念牧師長執的辛勞，有好的治理教會效果。 
【信神】 
1. 請為學院第二梯次 7/27(六)的招生代禱，目前有 2 位報名，求神帶領弟兄姊妹來學院接受裝備。 
2. 請為學務處安排 8/28-8/29 新生訓練及 8/30-9/5 教會機構觀摩的規劃與聯繫順利代禱。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7/7) 
   賽 66:10-14；詩 66:1-9；加 6:(1-6)、7-16；路 10:1-11、16-20 
回應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 

7/08(一)  詩 119:73-80；耶 6:10-19；徒 19:21-27 
7/09(二)  詩 119:73-80；耶 8:4-13；徒 19:28-41 
7/10(三)  詩 119:73-80；書 23:1-16；路 10:13-16 

預備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7/11(四)  詩 25:1-10；創 41:14-36；雅 2:14-26 
    7/12(五)  詩 25:1-10；創 41:37-49；徒 7:9-16 

7/13(六)  詩 25:1-10；利 19:1-4、32-37；約 3:16-21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7/14) 
   申 30:9-14；詩 25:1-10；西 1:1-14；路 10:25-37 

十一奉獻 6,000 

主日奉獻 5,118 

感恩奉獻  

愛心奉獻  

愛宴奉獻 1,170 

信擴奉獻 2,000   

清潔奉獻  

專案奉獻  

上週奉獻合計 14,288 

五月餘絀 -37,613 

年度餘絀 -114,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