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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連結神學院  建立國度觀  實踐大使命 

顯現後第三主日 2020 年 1 月 26 日 
顯現期的意義在於慶賀基督的工作展現在世人眼前，使我們藉此認識祂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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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6(日) 1000-1020 主日禱告會 吳家駒長老 開放 信神餐廳 

01/26(日) 1030-1200 主日崇拜 顯現後第三主日 開放 路德廳 

01/30(四) 1930-2030 禱告會 韓文萍姊妹 開放 辦公室一樓 

01/31(五) 1945-2130 信望愛小組 陳美翠姊妹 會友 辦公室一樓 

02/01(六) 1930-2100 國、高團契 林前 11 章/黃琴雅師母 國高中生 辦公室一樓 

02/02(日) 1000-1020 主日禱告會 吳聲昌執事 開放 信神餐廳 

02/02(日) 1030-1200 主日崇拜 顯現後第四主日 開放 路德廳 

02/02(日)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 主差工人/詩篇-信靠 兒童 辦公室二樓 

02/02(日) 1300-1430 詩  班 練  詩 詩班成員 路德廳 

02/07(五) 1930-2100 社青團契 查經馬太福音/朱頌恩牧師 社青 辦公室二樓 

02/08(六) 1930-2100 蒙恩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唐復豪執事 會友 辦公室二樓 

02/08(六) 1730-2100 哈利路亞小組 林後 5~6 章/陳文珍姊妹 會友 辦公室二樓 

02/08(六) 0730-0830 禱告會 周士煒牧師 開放 辦公室一樓 

本堂 2020 年目標：勤讀聖經、接受裝備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

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

框上，並你的城門上。」（申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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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示 (坐) ······················································································································································· 司      禮 
詩歌敬拜 ························································································································································ 領      唱 
安靜頌 (坐) ··························································· （下頁） ··································································· 司      禮 
宣召啟應 (坐) ············································································································································· 司      禮 
啟：無論那一個時代的人，都來到聖嬰的基督面前；	
應：感恩的子民都要來！ 
啟：無論那一種文化的人，都來到僕人的基督面前；	
應：感恩的子民都要來！ 
啟：無論那一個國籍的人，都來到世界的基督面前；	
應：感恩的子民都要來！ 
合：讓我們歌頌這世界的光，祂要照亮每個黑暗的心靈。 

頌讚詩歌 (坐) ························· 上帝是人千古保障（頌主聖詩 190首） ······································ 司      禮 
認罪與宣赦 (坐) ········································································································································· 司禮 /主禮 
啟：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

不義。因此奉耶穌基督的名，你們的罪赦免了！	
應：奉耶穌基督的名，你的罪也赦免了！ 
榮耀頌  (坐) ························································· （下頁） ··································································· 司      禮 

二、聖道禮 
第一經課 (坐) ················································ 以賽亞書 9: 1-4 ····························································· 讀      經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27: 1, 4-9 ······························································ 司      禮 
啟：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應：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

美，在他的殿裏求問。 
啟：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

舉在磐石上。	
應：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 
啟：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應：耶和華啊，我用聲音呼籲的時候，求你垂聽；並求你憐恤我，應允我。 
啟：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應：不要向我掩面。不要發怒趕逐僕人，你向來是幫助我的。 
合：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丟掉我，也不要離棄我。 

第二經課 (坐) ··········································· 哥林多前書 1: 10-18 ························································ 讀      經 
福音前詩歌 (立) ·················································· （下頁） ··································································· 司      禮 
福音經課 (立) ·············································· 馬太福音 4: 12-23 ·························································· 主      禮 
使徒信經 (立) ············································································································································· 主      禮 
證道 (坐) ··························································· 十字架的道理 ······························································ 主      禮 
回應詩歌 (坐) ······························ 福哉繫連妙結（頌主聖詩 509首） ··········································· 司      禮 
消息報告 (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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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之光正在你們心中照耀，去吧！勇敢進入這個黑暗的世界，讓世人感受到這光與他

們同在。	
應：阿們！	
殿樂 (坐) ～請安靜默禱至殿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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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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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前詩歌》	

你的話是我腳
前的燈，又是
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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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9: 1-4 

1 但那受過痛苦的必不再見幽暗。從前上帝使西布倫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視，末後卻使這沿海的路，

約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著榮耀。2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

照耀他們。3 你使這國民繁多，加增他們的喜樂；他們在你面前歡喜，好像收割的歡喜，像人分擄物

那樣的快樂。4因為他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的杖，並欺壓他們人的棍，你都已經折斷，好像在米甸

的日子一樣。 

哥林多前書 1: 10-17 

10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

此相合。11 因為革來氏家裏的人曾對我提起弟兄們來，說你們中間有紛爭。12 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

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13基督是

分開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嗎？14 我感謝上帝，除了基利司布

並該猶以外，我沒有給你們一個人施洗，15 免得有人說，你們是奉我的名受洗。16 我也給司提法那

家施過洗，此外給別人施洗沒有，我卻記不清。17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

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馬太福音 4: 12-23 

12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13 後又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就住在那裏。那地方

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14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15 說：西布倫地，拿弗他利

地，就是沿海的路，約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16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

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17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18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他

們本是打魚的。19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20 他們就立刻捨了

網，跟從了他。21從那裏往前走，又看見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他兄弟約翰，同他們的

父親西庇太在船上補網，耶穌就招呼他們，22 他們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23 耶穌走

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 

 

 

 

主禮：周士煒牧師  司禮：吳家駒長老 領唱：黃琴雅師母 司琴：周士筠姊妹 

讀經：陳永翰弟兄  司獻：陳麗靜姊妹 周超霞姊妹  招待：陳繼斌弟兄 張素娟姊妹 

音控：韓正倫執事  投影片：吳書翊弟兄   

奉獻出納：陳巧容姊妹 穆金珠姊妹  週六清潔：周語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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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	

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林前 1：10）	

本堂消息 
1. 背誦本週金句。 
2. 歡迎新朋友，本週愛宴暫停。 
3. 1/30(四)禱告會主題為牧師禱告，請周士煒牧師與朱頌恩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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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奉獻袋已更新，請奉獻的弟兄姊妹，於奉獻卡上自行註明奉獻的項目與金額，以確保您

的奉獻無誤。 
5. 牧師春節休假日期：1/27(一)～2/1(六)；幹事春節休假日期：1/23(四)～1/29(三)。若有特殊緊急
狀況請直接撥打牧師手機。 

6. 2020 年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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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桌上有為《生命
樹》的奉獻箱，請自行奉獻。 

7.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 70 人；週日禱告會 6 人；兒主 9 人；週四禱告會 8 人；信望愛小組 12
人；週六禱告會 7 人；國高團契 5 人；哈利路亞小組 4 人。 

8. 下週主日 2/2服事同工：主禮：周士煒；司禮：陳明志；聖餐：陳明志、韓正倫、葉肇鈞、周弘
裕；司琴：王玉玲；領唱：田榮美；讀經：唐菱霙；司獻：周弘裕、唐復豪；招待：陳繼斌、張
素娟；音控：唐復豪；投影片：伍展佑；奉獻出納：穆金珠；謝飯禱告：周士煒牧師；愛宴清潔：
哈利路亞小組；週六清潔：韓正倫。 

代禱事項 
【普世宣教】 
1. 葉門的哈德拉米人人數約有 150萬人，居住在葉門中部荒涼沙漠地帶，這個族群出了一個家喻
戶曉的人，就是奧薩馬賓拉登。在他們當中幾乎沒有基督徒，福音也很難傳入，懇求上主興起
宣教士，使他們聽聞悔改赦罪的福音。 

【國家】 
1. 為春節期間交通、治安和健康禱告，特別是新竹馬偕醫院傳出有疑似武漢肺炎病例。求神憐憫醫
治，使台灣有個美好快樂的年節假期。 

【教會】 
1. 為 1/19(日)會友大會及執事選舉順利完成感謝神，也為新任執事禱告，求神賜能力予他們，忠心
服事中成為自己與教會的祝福。 

2. 為成人主日學、兒童爆米花小屋事工、長者事工禱告，願上主賜福同工妥善規劃課程內容。 
【信神】 
1. 請為基宣 1-3 月課程各區陸續開課代禱，求神保守老師教學與學生互動、也為學生的學習有收
穫禱告。 

2. 請為 2/22 (六) 儲備師資感恩茶會台中場次代禱，將舉辦於東海大學校牧室，近期開始邀請與聚
會內容籌備。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顯現後第三主日(1/26) 
    賽 9:1-4；詩 27:1、4-9；林前 1:10-18；太 4:12-23 
回應顯現後第三主日 

1/27(一)  詩 27:7-14；士 6:11-24；弗 5:6-14 
1/28(二)  詩 27:7-14；士 7:12-22；腓 2:12-18 
1/29(三)  詩 27:7-14；創 49:1-2、8-13、21-26；路 1:67-79 

預備顯現後第四主日 
    1/30(四)  詩 15:1-5；申 16:18-20；彼前 3:8-12 
    1/31(五)  詩 15:1-5；申 24:17-25:4；提前 5:17-24 

2/01(六)  詩 15:1-5；彌 3:1-4；約 13:31-35 
顯現後第四主日(2/2) 
   彌 6:1-8；詩 15:1-5；林前 1:18-31；太 5:1-12 

十一奉獻 67,000 

主日奉獻 4,350 

感恩奉獻 7,000  

愛心奉獻 10,000  

愛宴奉獻 1,640 

信擴奉獻 13,000   

清潔奉獻 6,000 

上週奉獻合計 108,990 

108 年 12月餘絀 262,385 

108 年度餘絀 17,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