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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連結神學院  建立國度觀  實踐大使命 

復活期第六主日 2020 年 5 月 17 日 

復活期的意義在於慶賀基督的復活，祂將救贖的應許賜給凡相信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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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7(日) 1000-1020 主日禱告會 唐復豪弟兄 開放 信神餐廳 

05/17(日) 1030-1200 主日崇拜 復活期第六主日 開放 路德廳 

05/17(日)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 耶穌被棄/創造與歷史 1 兒童 辦公室二樓 

05/17(日) 1300-1430 詩  班 暫    停 詩班成員 路德廳 

05/17(日) 1300-1400 爆米花小屋 社區兒童事工 兒童 辦公室一樓 

05/19(二) 1000-1200 姊妹會 查經路加 2-2/賈華英姊妹 姊妹 辦公室一樓 

05/20(三) 0930-1130 旺得福 暫    停 長者 辦公室一樓 

05/21(四) 1930-2000 禱告會 吳家駒長老 會友 辦公室一樓 

05/22(六) 1930-2100 社青團契 馬太福音/劉曉韻姊妹 社青 辦公室一樓 

05/22(五) 1945-2100 信望愛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陳麗靜姊妹 會友 辦公室一樓 

05/23(六) 0730-0830 禱告會 徐嘉彣姊妹 會友 辦公室一樓 

05/23(六) 1930-2100 國、高團契 電學之父-法拉第/陳泳旭執事 國高中生 辦公室一樓 

05/23(六) 1930-2100 哈利路亞小組 林後八章/郭東烈弟兄 會友 辦公室二樓 

05/23(六) 1930-2100 蒙恩小組 暫    停 會友 辦公室二樓 

05/24(日) 0930-0950 成人主日學 創世記概論 7/周士煒牧師 開放 406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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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局(700)ATM 轉帳帳號:0061251017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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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在真理上我們要成長，不能停留在孩童； 
應：我們的雙眼要定睛在創造天地的上主。 
啟：尊崇！我們崇敬那造天與地的主； 
應：祂期待我們尋找，祂離我們其實不遠！ 
啟：榮耀的上主啊！祢並不對我們隱藏，祢是可識之神，是明明可見的，是復活的主! 
應：保惠師—聖靈啊！引領我們一同經歷祢，因祢是不離不棄的神!  

頌讚詩歌 (坐) ····························· 忠實信徒當一致（頌主聖詩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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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徒行傳 17: 22-31 ··························································· 讀      經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66: 8-20 ································································· 司      禮 
啟：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上帝，使人得聽讚美他的聲音。 
應：他使我們的性命存活，不叫我們的腳搖動。 
啟：上帝啊，你曾考驗我們，你熬煉我們，如煉銀子一樣。 
應：你使我們進入羅網，把重擔放在我們身上。 
啟：你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應：我要帶著燔祭進你的殿，向你還我的願， 
啟：就是在急難時我嘴唇所發的、口中所許的。 
應：我要將肥牛的燔祭和公羊的香祭獻給你，又要把公牛和公山羊獻上。 
啟：敬畏上帝的人哪，你們都來聽！我要述說他為我所做的事。 
應：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頭也稱他為高。 
啟：我若心裏注重罪孽，主必不聽。但上帝實在聽見了，他留心聽了我禱告的聲音。 
應：上帝是應當稱頌的！他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使他的慈愛離開我。 

第二經課 (坐) ··············································· 彼得前書 3: 13-22 ···························································· 讀      經 
福音前詩歌 (立) ··················································· （下頁） ···································································· 司      禮 
福音經課 (立) ·············································· 約翰福音 14: 15-21 ··························································· 主      禮 
使徒信經 (立) ················································································································································· 主      禮 
證道 (坐) ························································ 起來，我們走吧！ ·························································· 溫曉恩教師 
回應詩歌 (坐) ·································· 求作我遠象（頌主聖詩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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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亞！主耶穌基督已經應許與你們同在。去吧！到各處去傳揚祂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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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17:22-31 

22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諸位雅典人！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23 我到處走走的時

候，仔細觀察你們所敬拜的，發現一座壇，上面寫著『獻給未識之神明』。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

的，我現在向你們宣告：24 他是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

造的殿宇裏，25 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甚麼似的；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

26 他從一人造出萬族，居住在全地面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27 為要使他們

尋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28 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於他。

就如你們的詩人也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29 既然我們是上帝所生的，就不應該以為上

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像一般。30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上帝並不追究，

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31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

並且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彼得前書 3:13-22 

13 你們若熱心行善，有誰會害你們呢？14 即使你們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

不要驚慌；15 只要心裏奉主基督為聖，尊他為主。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隨時準備答覆；

16 不過，要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無虧的良心，使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使那

些凌辱你們在基督裏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17 上帝的旨意若是要你們因行善受苦，這總比因行

惡受苦好。18 因為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 ，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領你們到上帝面前。在

肉體裏，他被治死；但在靈裏，他復活了。 

19 他藉這靈也曾去向那些在監獄裏的靈傳道，20 就是那些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

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21 這水所預表的洗禮，現在

藉著耶穌基督的復活拯救你們，不是除掉肉體的污穢，而是向上帝懇求有無虧的良心。22 耶穌已

經到天上去，在上帝的右邊，眾天使、有權柄的、有權能的都服從了他。 

約翰福音 14:15-31 

15「你們若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令。16 我要求父，父就賜給你們另外一位保惠師，使他永遠與

你們同在。17 他就是真理的靈，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既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

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18 我不會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

19 再過不久，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會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20 到那日，你們

就會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21 有了我的命令而又遵守的人，就是愛

我的；愛我的人，我父要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22 猶大（不是加略人猶大）

問耶穌：「主啊，為甚麼親自向我們顯現，而不向世人顯現呢？」23 耶穌回答他說：「凡愛我的

人就會遵守我的道，我父也會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24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

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而是差我來之父的。 

25「我還與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已對你們說了這些事。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

聖靈，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導你們，並且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27 我留下平安給你

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

怯。28 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過，我去了還要回到你們這裏來。你們若愛我，就會因我到父那裏去

而喜樂，因為父比我大。29 現在事情還沒有發生，我預先告訴你們，使你們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會

信。30 我不再和你們多說了，因為這世界的統治者將到，他在我身上一無所能。31 我這麼做是照

著父命令我的，為了讓世人知道我愛父。起來，我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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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你們若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令。（約 14：15） 

本堂消息 
1. 背誦本週金句。 
2. 歡迎新朋友。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愛宴暫停。 
3. 5/21(四)禱告會主題為國高團契禱告，請團契輔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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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仍維持「最低限度聚會模式」，弟兄姊妹可視自身狀況參加實體聚會或觀看線上直

播。若疫情指揮中心有新的規定與建議，長執會再討論並公告相關防疫措施。 
5. 各團契、小組等聚會可自行決定是否恢復聚會。若恢復聚會，請務必做到三件事：每次聚會登

記出席人員姓名、聚會全程配戴口罩、聚會前洗手。 
6. 本年度第一次聖經會考定於 6/28(日)主日崇拜後舉行，考試範圍為今年 1～6 月每日讀經經課

（進度登載於會友手冊的行事曆、教會週報與生命樹靈修月刊中），請弟兄姊妹按照教會訂定
的年度目標：「勤讀聖經，接受裝備」，持之以恆地學習上主的話語。 

7. 週報勘誤公告：5/10 週報上的奉獻報告，年度餘絀的數字為誤植，正確的數字為-312,442，在此
公告更正。經查明，同工誤按數字不察，牧師與長執亦沒有在校稿發現此錯誤，因此造成奉獻
報告誤植，敬請見諒。往後我們在校稿上會更為留意。 

8.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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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工本影印費用自由奉獻。 

9. 信神教牧關顧專題分享，歡迎弟兄姊妹免費參加：5/11(一)漫談子女親職化；5/18(一)家有特殊
兒；6/1(一)談情緒勒索；6/8(一)談自殺遺族關顧。時間：19:00-20:00，地點：牧關中心。 

10.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 57 人；週日禱告會 4 人；兒主 6 人；姊妹會 11 人；週四禱告會 8 人；
社青團契 7 人；信望愛小組 10 人；哈利路亞小組 3 人。 

11. 下週主日 5/24 服事同工：主禮：周士煒牧師；證道：林盈沼牧師；司禮：吳聲昌弟兄。 

代禱事項 
【世界與國家消息】 
1. 新型冠狀肺炎的疫情有趨緩的現象，各國政府仍試著在生命安全與經濟發展中找到平衡，懇求上

主賜下智慧與聰明，並讓各國能攜手合作防止疾病擴散。 
【教會】 
1. 為弟兄姊妹有健康的身心靈面對險峻的疫情代禱。 
2. 為成人主日學-創世記概論老師周士煒牧師的備課，和弟兄姊妹有好的學習禱告。 
【信神】 
1. 請為信徒神學教育處、僑旅協會徵聘新助理代禱，求主帶領合適人選。 
2. 請為 2020 年信神道碩、輔碩招生代禱，求神帶領更多有心接受裝備的弟兄姊妹來報考。目前

報考狀況：道碩 2 位、輔碩 2 位、道碩副修輔碩 1 位、證書科 1 位，其中有三位外籍生，
若有錄取，也求主保守他們後續簽證等事宜。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復活期第六主日(5/17) 

    徒 17:22-31；詩 66: 8-20；彼前 3:13-22；約 14:15-21 

回應復活期第六主日 

    5/18(一)  詩 93: 1-5；創 9:8-17；徒 27:39-44 

    5/19(二)  詩 93: 1-5；申 5:22-33；彼前 3:8-12 

    5/20(三)  詩 93: 1-5；申 31:1-13；約 16:16-24 

預備復活期第七主日 

    升天日 5/21(四)  徒 1:1-11；詩 47:1-9；弗 1:15-23；路 24:44-53 

    5/22(五)  詩 93:1-5；王下 2:1-12；弗 2:1-7 

    5/23(六)  詩 93:1-5；王下 2:13-15；約 8:21-30 

復活期第七主日(5/24) 

   徒 1:6-14；詩 68: 1-10、32-35；彼前 4:12-14、5:6-11；約 17:1-11 

十一奉獻 53,000 

主日奉獻 2,977 

感恩奉獻  

愛心奉獻   

愛宴奉獻  

信擴奉獻    

清潔奉獻    

上週奉獻合計 55,977 

4 月餘絀 -81,972 

1 至 4 月餘絀 -312,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