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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連結神學院  建立國度觀  實踐大使命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34 週年堂慶） 2019 年 7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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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日) 10:00 主日禱告會 王一言長老 開放 信神餐廳 

7/28(日) 10:30 主日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開放 路德廳 

7/28(日) 10:30 兒童主日學 創意手做/陳愛珠姊妹 兒童 辦公室二樓 

7/28(日) 13:00 詩  班 練  詩 詩班成員 路德廳 

7/28(日) 13:00 爆米花小屋 社區兒童事工 兒童 辦公室一樓 

7/30(二) 10:00 姊妹會 平安祭 姊妹 漢唐公司 

7/31(三) 09:30 旺得福 社區長者事工 長者 辦公室一樓 

8/01(四) 19:30 禱告會 張靜如執事 開放 辦公室一樓 

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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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六) 07:30 禱告會 周士煒牧師 開放 辦公室一樓 

8/03(六) 19:30 國、高團契 書籍分享 國高中生 辦公室一樓 

8/09(五) 19:30 社青團契 神創造人的形象(上)/陳永翰弟兄 社青 辦公室二樓 

8/10(六) 19:30 哈利路亞小組 哥林多前書 11 章/周士煒牧師 會友 辦公室二樓 

8/10(六) 19:30 蒙恩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陳繼斌弟兄 會友 辦公室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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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讓我們一同親近上主，祂是施慈愛與憐憫的神。 

應：祂是我的主，我們是祂的子民，要在祂的聖殿向祂下拜。 

啟：來！讓我們一同敬拜得勝的基督，祂已經戰勝死亡的權柄。 

應：我們要靠著祂的十字架誇勝，祂是榮耀的萬王之王。 

頌讚詩歌  (立)·············· 高舉基督為王（頌主聖詩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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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世記 18: 20-32 ···························· 讀    經 

20 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罪惡極其嚴重，控告他們的聲音很

大。21 我要下去察看他們所做的，是否真的像那達到我這裏的聲音

一樣；如果不是，我也要知道。」 

22 二人轉身離開那裏，往所多瑪去；但亞伯拉罕仍然站在耶和華面

前。23亞伯拉罕近前來，說：「你真的要把義人和惡人一同剿滅嗎？

24 假若那城裏有五十個義人，你真的還要剿滅，不因城裏這五十個

義人饒了那地方嗎？25 你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把義人與惡人一同殺

了，使義人與惡人一樣。你絕不會這樣！審判全地的主豈不做公平的

事嗎？」26 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裏找到五十個義人，我就

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整個地方。」27 亞伯拉罕回答說：「看哪，我

雖只是塵土灰燼，還敢向主說話。28 假若這五十個義人少了五個，

你就因為少了五個而毀滅全城嗎？」他說：「我在那裏若找到四十五

個，就不毀滅。」29 亞伯拉罕又對他說：「假若在那裏找到四十個

呢？」他說：「為這四十個的緣故，我也不做。」30 亞伯拉罕說：

「求主不要生氣，容我說，假若在那裏找到三十個呢？」他說：「我

在那裏若找到三十個，我也不做。」31 亞伯拉罕說：「看哪，我還

敢向主說，假若在那裏找到二十個呢？」他說：「為這二十個的緣故，

我也不毀滅。」32 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生氣，我再說一次，假

若在那裏找到十個呢？」他說：「為這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138: 1-8 ································ 司    禮 

啟：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應：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我要因你的慈愛和信實頌揚你的名； 

啟：因你使你的名和你的言語顯為大，超乎一切。 

應：我呼求的日子，你應允我，使我壯膽，心裏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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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志長老 

聖餐：陳明志長老 

      吳聲昌執事 

      唐復豪執事 

      盧之輝弟兄 

司琴：王玉玲姊妹 

領唱：韓文萍姊妹 

讀經：伍展佑弟兄 

司獻：曹敏人弟兄 

韓正倫執事 

招待：陳麗靜姊妹 

陳巧容姊妹 

音控：韓正倫執事 

投影片：吳書翊弟兄 

奉獻出納：張素娟 

兒主：陳愛珠姊妹 

謝飯：唐復豪執事 

愛宴清潔：國高大專團契 

週六清潔：黃鄧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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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耶和華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因他們聽見了你口中的言語。 

應：他們要歌頌耶和華的作為，因耶和華大有榮耀。 

啟：耶和華雖崇高，卻看顧卑微的人；驕傲的人，他從遠處即能認出。 

應：我雖困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活； 

啟：我的仇敵發怒，你必伸手抵擋他們，你的右手也必拯救我。 

應：耶和華必成全他在我身上的旨意； 

合：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第二經課  (坐)  ·························· 歌羅西書 2: 6-15 ···························· 讀    經 

6既然你們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要靠著他而生活，7照著你們所領

受的教導，在他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充滿著感謝的心。8你們

要謹慎，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學和虛空的廢話，不照著基督，而是照人

間的傳統和世上粗淺的學說，把你們擄去。9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

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10你們在他裏面也已經成為豐盛。

他是所有執政掌權者的元首。11 你們也在他裏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

的割禮，而是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基督的割禮。12 你們既受洗與

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禮上，因信那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的上帝的作為

跟他一同復活。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上帝

卻赦免了你們一切的過犯，使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14 塗去了在

律例上所寫、敵對我們、束縛我們的字據，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15基督既將一切執政者、掌權者的權勢解除了，就在凱旋的行列中，

將他們公開示眾，仗著十字架誇勝。 

獻詩  (坐) ·········································· 我神真偉大 ································· 社青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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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經課  (立)  ·························路加福音 11: 1-13 ··························· 主    禮 

1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主啊，求你

教導我們禱告，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一樣。」2耶穌對他們說：「你

們禱告的時候，要說：『父啊，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3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4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

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陷入試探。』」 

5耶穌又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半夜到他那裏去，對他

說：『朋友！請借給我三個餅；6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旅途中來到我這

裏，我沒有東西招待他。』7那人在裏面回答：『不要打擾我，門已

經關了，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給你。』8我告訴你們，

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也會因他不顧面子地直求，起來照他所需

要的給他。9我又告訴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找到；叩門，

就給你們開門。10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找到；叩門

的，就給他開門。11 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魚，反拿蛇當

魚給他呢？12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13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

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他豈不更要把聖靈賜給求他的人嗎？」 

證道  (坐)  ··········································· 天父的心 ··································· 主    禮 

回應詩歌  (坐)  ··························教會唯一的根基 ···························· 詩    班 

 
 
 
 
 
 
 
 
 
 
 
 
 
 
 
 
 
 
 
 
 
 
 
 
 
 
 
 

《福音前詩歌》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又
是我路上的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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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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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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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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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他豈不更要把聖靈賜給求他的人嗎？（路 11：13） 

本堂消息 
1. 背誦本週金句。 
2. 今日慶祝本堂生日，感謝神帶領我們經歷恩典之路，願得勝堂得神喜悅大大使用我們，在這地

上做光做鹽，廣傳福音得人如魚。 
3. 7/30(二)中午於曹敏人弟兄公司舉行平安祭，歡迎弟兄姊妹前往獻詩，並於主日(7/28)愛宴後

12:40 於路德廳集合練唱。 
4. 8/1(四)禱告會主題為幹事禱告，時間為晚上 7:30，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5. 成主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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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社區中心將更換新鎖，請各小組派 1 名代表至招待桌登記申請保管 1 支新鎖匙，8 月使用新鎖

前會通知大家。 
7. 八月份生命樹靈修月刊已到，請購買的弟兄姊妹至招待桌領書並付款。 
8.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 71 人；週日禱告會 5 人；兒主 12 人；姊妹會 12 人；旺得福 16 人；

週四禱告會 7 人；信望愛小組 8 人；週六禱告會 4 人；國高團契 7 人。 
9. 下週主日 8/4 服事同工：主禮：周士煒；司禮：王一言；聖餐：陳明志、韓正倫、葉肇鈞、周

弘裕；司琴：陳嬿如；領唱：韓正倫；讀經：唐菱霙；司獻：周弘裕、唐復豪；招待：陳繼
斌、張素娟；音控：吳家駒；投影片：伍展佑；奉獻出納：穆金珠；謝飯：韓正倫；愛宴清
潔：信望愛小組；週六清潔：周超霞。 

10. 歡迎新朋友並歡迎參加愛宴。愛宴由唐復豪執事帶謝飯禱告，國高、大專團契負責餐後整潔。 

代禱事項 
【普世宣教】 
1. 青年使命團(Youth With A Mission)設立的異象乃在推動基督徒年輕人，秉持基督捨己為人的信仰

及博愛精神，積極貢獻所學參與社會服務工作。因此，他們的特點是透過文創、多媒體、藝
術、極限運動、社區營造等方式接觸人群並傳揚福音。請為他們將近 18,000 位全時間同工在世
界各地發揮影響力，領人歸主代禱。 

【國家】 
1. 國安局官員 22 日被爆利用陪同總統出訪機會走私。關務署指出，出訪隨行人員走私 196 箱共

9800 條菸品，經聯合查緝小組於國賓通道攔截，未放行案貨。國安局表示將秉持「勿枉勿縱」
原則全力配合偵辦。求神幫助政府執政有魄力肅清，公務人員有廉潔的心服務人民。 

【教會】 
1. 為 7/28(日)教會生日禱告，願神使用得勝堂在這地區做光做鹽，廣傳福音。 
2. 為 7/30(二)中午於曹敏人弟兄的漢唐公司舉行平安祭禱告，願神使用這服事，耶穌的名在公司受

高舉，員工能夠認識敬拜真神。 
【信神】 
1. 請為本週 7/28 神學主日代禱：重生禮拜堂-俞繼斌牧師；新生南路福音浸信會-蔣伊鈞主任，求

神保守信息預備順利， 並為當中發放的信神週報與奉獻袋有良好果效代禱。 
2. 請為老師海外行程出入平安代禱：院長劉孝勇牧師 7/25-8/16 美國行程中講道、教學與教會拜訪

行程；以及朱頌恩老師全家 7/23-8/10 緬甸探親、講道事奉行程。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7/28) 
   創 18:20-32；詩 138:1-8；西 2:6-15；路 11:1-13 
回應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7/29(一)  詩 55:16-23；斯 5:1-14；西 2:16-3:1 
7/30(二)  詩 55:16-23；斯 6:1-7:6；羅 9:30-10:4 
7/31(三)  詩 55:16-23；斯 7:7-8:17；太 5:43-48 

預備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 
    8/01(四)  詩 49:1-12；箴 23:1-11；羅 11:33-36 
    8/02(五)  詩 49:1-12；箴 24:1-12；弗 4:17-24 

8/03(六)  詩 49:1-12；傳 1:1-11；可 10:17-22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8/04) 
   傳 1:2、12-14，2:18-23；詩 49:1-12；西 3:1-11；路 12:13-21 

十一奉獻 10,700 

主日奉獻 3,902 

感恩奉獻  

愛心奉獻  

愛宴奉獻 1,050 

信擴奉獻    

清潔奉獻  

專案奉獻  

上週奉獻合計 15,652 

六月餘絀 3,331 

年度餘絀 -111,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