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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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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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日) 0900-0950 成人主日學 教會歷史簡介 1 會友 視訊聚會 

7/11(日) 1000-1020 主日禱告會 暫    停 開放 信神餐廳 

7/11(日) 1030-1130 主日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開放 線上直播 

7/11(日)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 暫    停 兒童 辦公室二樓 

7/11(日) 1300-1430 詩  班 暫    停 詩班成員 路 德 廳 

7/11(日) 1300-1400 爆米花小屋 暫    停 兒童 辦公室一樓 

7/14(三) 0930-1130 得勝俱樂部 暫    停 長者 辦公室一樓 

7/15(四) 1930-2030 禱告會 周士煒牧師 開放 視訊聚會 

7/16(五) 1000-1130 梅竹家庭查經小組 禱告會或查經 梅竹社區住戶 視訊聚會 

7/16(五) 1930-2100 社青團契 馬可福音/劉曉韻姊妹 社青 視訊聚會 

7/16(五) 1945-2100 信望愛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 會友 視訊聚會 

7/17(六) 0700-0800 禱告會 周士煒牧師 開放 視訊聚會 

7/20(二) 1000-1200 姊妹會 路加福音 17-1/陳美翠姊妹 姊妹 視訊聚會 

7/24(六) 1500-1600 國、高團契 遺傳學之父孟德爾的故事/陳泳旭執事 國高中生 視訊聚會 

7/24(六) 1930-2100 哈利路亞小組 
暫    停 會友 辦公室二樓 

7/24(六) 1930-2100 蒙恩小組 

本堂 2021 年目標：服事助人、助人服事 
「西門的岳母正發燒躺著，就有人告訴耶穌。耶穌進前拉著她的手，扶她起來，燒就退了，

於是她服事他們。」（可 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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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ianojo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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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一、預備禮 
彼此問安 (線上留言) ·································································································································· 會      眾 

宣示 (坐) ··························································································································································· 主      禮 

安靜頌 (坐) ····························································· （下頁） ····································································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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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我們因主耶穌基督的名聚集，祂是教會之首，是世界的救主！ 

應：不是我們邀請祂在此，乃是祂邀請我們進入祂的聖所。 

啟：我們不是來告訴基督我們將如何行事。 

應：乃是尋求基督我們必須要行的事。 

合：讓我們學習聆聽主的聲音，尋求主的旨意。 

頌讚詩歌 (坐) ······································ 屬主眾僕人（頌主聖詩 42 首） ······································· 主      禮 

認罪與宣赦 (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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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      禮 

二、聖道禮 

第一經課 (坐) ···············································  阿摩司書 7: 7-15 ···························································· 主      禮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85: 8-13 ································································· 主      禮 

啟：我要聽上帝－耶和華所說的話，因為他必應許賜平安給他的百姓，就是他的聖民；他們

卻不可再轉向愚昧。 

應：他的救恩誠然與敬畏他的人相近，使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 

啟：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 

應：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 

啟：耶和華必賜福氣給我們；我們的地也要出土產。 

應：公義要行在他面前，使他的腳蹤有可走之路。 

第二經課 (坐) ················································· 以弗所書 1: 3-14 ····························································· 主      禮 

福音前詩歌 (立) ··················································· （下頁） ···································································· 主      禮 

福音經課 (立) ··············································· 馬可福音 6: 14-29 ····························································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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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 (坐) ························································ 基督徒的屬靈福氣 ·························································· 王一言長老 

回應詩歌 (坐) ································ 主，我願像你（頌主聖詩 383） ············································ 主      禮 

消息報告 (坐) ················································································································································· 主      禮 

奉獻與禱告 (立) ············································································································································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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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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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頌 (立) ······················································································································································ 主      禮 

差遣文 (立)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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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離席） ······································ 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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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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司書 7:7-15 

7 他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哪，主手拿鉛垂線，站立在依鉛垂線建好的牆邊。8 耶和華對我說：
「阿摩司，你看見甚麼？」我說：「鉛垂線。」主說：「看哪，我要在我子民以色列中吊起鉛
垂線，不再寬恕他們。9 以撒的丘壇必荒涼，以色列的聖所必荒廢；我要起來用刀攻擊耶羅波安
的家。」 

10 伯特利的祭司亞瑪謝派人到以色列王耶羅波安那裏，說：「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圖謀背叛
你，他所說的一切話，這地不能承擔；11 因為阿摩司這樣說：『耶羅波安必被刀殺，以色列百
姓必被擄，離開本地。』」12 於是亞瑪謝對阿摩司說：「你這先見哪，要逃到猶大地，在那裏
過活，在那裏說預言；13 卻不要在伯特利再說預言，因為這裏有王的聖所，有王的宮殿。」14
阿摩司對亞瑪謝說：「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門徒；我是牧人，是修剪桑樹的。15 耶和
華帶領我，叫我不再牧放羊群，對我說：『你去向我子民以色列說預言。』 

以弗所書 1:3-14 

3 願頌讚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裏曾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賜給我們。4 因為
他從創世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沒有瑕疵，滿有愛心。5 他按
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讚；這恩
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給我們的。7 我們藉著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這是照他豐
富的恩典，8 充充足足地賞給我們的。他以諸般的智慧聰明，9 照自己在基督裏所立定的美意，使
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10 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11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萬事的上帝照著自己
的旨意所預定的，12 為要使我們，這些首先把希望寄託在基督裏的人，頌讚他的榮耀。13 在基督
裏你們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們得救的福音，你們也信了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上帝的子民得救贖，使他的榮耀得到稱讚。 

馬可福音 6:14-29 

14 耶穌的名聲傳開了，希律王也聽見。有人說：「施洗的約翰從死人中復活了，因此才有這些異
能在他裏面運行。」15 但別人說：「他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正如先知中的一位。」
16 希律聽見卻說：「是我所斬的約翰，他復活了。」17 原來，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
緣故，派人去抓了約翰，把他綁了在監獄裏，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18 約翰曾對希律說：「你
佔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19 於是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20 因為希律怕約
翰，知道他是義人，是聖人，所以就保護他，雖然聽了他的講論十分困惑，仍然樂意聽他。21 有
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擺設宴席，請了大臣、千夫長和加利利的領袖。22 他的女兒希羅
底進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很高興。王就對女孩說：「無論你要甚麼，向我求，我都會給
你」；23 又對她多次起誓說：「無論你向我求甚麼，就是我國家的一半，我也會給你。」24 她就
出去對她母親說：「我該求甚麼呢？」她母親說：「施洗約翰的頭。」25 她就急忙進去見王，求
他說：「我願王立刻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給我。」26 王就很憂愁，然而因他所發的誓，又
因同席的人，不願食言，27 就立刻派一個衛兵，吩咐拿約翰的頭來。衛兵就去，在監獄裏斬了約
翰，28 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那女孩，她就給她母親。29 約翰的門徒聽到了，就來把他的屍體
領去，放在墳墓裏。 

 

 

主禮：周士煒牧師 講員：王一言長老 司琴：周士筠姊妹 音控：韓正倫執事 直播：陳姵樺姊妹 



 4 

本週金句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上帝的子民得救贖，使他的榮耀得到稱讚。（弗 1：14） 

本堂消息 
1. 全國三級警戒期間（至 7/26 止），本堂所有實體聚會完全暫停，主日崇拜採線上直播方式進行。

時 間 為 主 日 早 上  10:30 至  11:30 ， 請 預 備 心 透 過 直 播 一 同 敬 拜 上 主 。 網 址 為 ：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_yTA8ksoIKIOxVhlSjjnQ。 

2. 週四、週六禱告會使用 google meet 方式聚會，網址為 https://meet.google.com/eaq-xcuk-miu，歡迎弟

兄姊妹一同參與，守望禱告。 

3. 主日崇拜線上直播期間，如弟兄姊妹欲奉獻者，請盡量使用網路銀行方式轉帳，並於轉帳後通知

幹事，確認您的奉獻資料。相關轉帳資訊在週報首頁、網站首頁，以及 Youtube 直播影片說明欄。 

4. 成主教會歷史簡介(2)將於 7/18 早上 9:00-9:50 透過遠端視訊進行，請已經報名的弟兄姊妹記得準

時上課，若有想再報名的弟兄姊妹提供您的 Google 帳號給幹事，後續將寄送教室連結給上課的

同學。 

5. 陳明志長老的父親於 7/6(二)中午安息主懷，息了地上的勞苦。家屬將於 7/13(二)早上 9:30 於新竹

市殯儀館追思廳舉行入殮告別禮拜。因防疫三級警戒期間，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紀念陳明志長老

一家，謝謝。 

6.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內場 5 人、外場 2 人、直播 39 戶；週四 Google meet 禱告會 10 人；信望

愛小組視訊聚會 11 人；週六 Google meet 禱告會 7 人；國高團契視訊聚會 7 人。 

7. 年度專案奉獻：為溫曉恩宣教士，累積奉獻：14,500 元；CIS 教會裝置藝術，累積奉獻：12,000 元。 

代禱事項 

【世界與國家消息】 

1. 為新冠肺炎疫情禱告，許多國家的疫情仍然沒有止息的跡象。祈求神幫助各國做好防護措施，也

藉著疫苗發揮功效，使人免於疾病威脅。 

2. 為戰爭與動亂的國家代禱：海地、阿富汗、緬甸、以色列與巴勒斯坦。 

【教會】  

1. 請為實體聚會暫停期間，主日崇拜線上直播和禱告會、小組聚會線上方式能順暢進行禱告。 

2. 請為疫情期間弟兄姊妹有健康喜樂的身心靈禱告。 

【信神】 

1. 請為疫情中學生暑期實習順利，與實習單位有美好配搭禱告。 

2. 請為劉孝勇牧師家庭返美的過程代禱，求神賜下夠用的體力智慧，進行搬遷、搭機等事務。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7/11) 

    摩 7:7-15；詩 85:8-13；弗 1:3-14；可 6:14-29 

回應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 

  7/12(一)  詩 142:1-7；摩 5:1-9；徒 21:27-39 

  7/13(二)  詩 142:1-7；摩 9:1-4；徒 23:12-35 

  7/14(三)  詩 142:1-7；摩 9:11-15；路 7:31-35 

預備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 

  7/15(四)  詩 23:1-6；耶 10:1-16；西 1:15-23 

  7/16(五)  詩 23:1-6；耶 10:17-25；徒 17:16-31 

  7/17(六)  詩 23:1-6；耶 12:1-13；路 18:35-43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7/18) 

   耶 23:1-6；詩 23:1-6；弗 2:11-22；可 6:30-34、53-56 

十一奉獻 40,100 

主日奉獻  

感恩奉獻  

宣教奉獻  

信擴奉獻  

CIS 專案奉獻  

清潔奉獻  

上週奉獻合計 40,100 

6 月餘絀 -122,342 

1 月至 6 月餘絀 -348,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