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異象：連結神學院

建立國度觀

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

實踐大使命

2021 年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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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日) 0900-0950
10/17(日) 1000-1020
10/17(日) 1030-1130
10/17(日) 1030-1200
10/17(日) 1300-1430
10/17(日) 1300-1400
10/19(二) 1000-1200
10/20(三) 0930-1130
10/21(四) 1930-2030

聚會內容
成人主日學
主日禱告會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詩 班
爆米花小屋
姊妹會
得勝俱樂部
禱告會

10/22(五) 1000-1130 梅竹家庭查經小組
10/22(五) 1930-2100
10/22(五) 1945-2100
10/23(六) 0730-0830
10/23(六) 1930-2100
10/23(六) 1930-2100
10/23(六) 1930-2100
10/29(五) 1430-1630

社青團契
信望愛小組
禱告會
國、高團契
哈利路亞小組
蒙恩小組
藝術小組

內容/負責人或講員
神給教會的異象/葉肇鈞執事

王一言長老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參與者
會友
開放
開放
兒童
詩班成員
兒童
姊妹
長者
開放

地點
406 教室
信神餐廳
線上直播+實體

主日信息分享
李翠君姊妹
聖誕黑光劇排練/全體

社青
會友
開放
國高中生

辦公室二樓
路 德 廳
辦公室一樓
辦公室一樓
辦公室一樓
辦公室一樓
視訊聚會
視訊聚會
辦公室一樓
辦公室一樓
辦公室一樓

人物查經

會友

辦公室二樓

黃琴雅師母

開放

辦公室一樓

聖經小博士 2/哥林多前書 2

練
暫

詩
停

路加福音 21-2/黃琴雅師母

社區長者事工
韓文萍姊妹
查經-約翰福音
電影欣賞時間/林怡馨姊妹

梅竹社區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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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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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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僕人，仰起你的臉；
應：生命的主要以榮光照你。
啟：上主的僕人，舉起你的手；
應：生命的主要為你祝福。
啟：上主的僕人，揚起你的心。
應：生命的主要住在其中！
頌讚詩歌 (坐) ······································ 屬主眾僕人（頌主聖詩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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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4-12 ····························································讀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91: 9-16 ·································································司
啟：因為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以至高者為居所，
應：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啟：因他要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應：他們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啟：你要踹踏獅子和毒蛇，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
應：因為他專心愛我，我要搭救他；因為他認識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啟：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
應：我要使他享足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第二經課 (坐) ··················································· 希伯來書 5: 1-10 ··························································讀
福音前詩歌 (立) ······················································ （下頁） ·································································司
福音經課 (立) ················································· 馬可福音 10: 35-45 ························································主
使徒信經 (立) ·················································································································································主
證道 (坐)························································ 以至高者為居所的人 ·····················································主
回應詩歌 (坐) ····································· 為耶穌活著（頌主聖詩 411 首） ······································司
消息報告 (坐) ·················································································································································司
奉獻與禱告 (立) ············································································································································司
主禱文 (立) ······················································································································································司

經
禮

經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三、差遣禮
祝福 (立)···························································································································································主
禮
阿們頌 (立) ······················································································································································司
禮
差遣文 (立) ······················································································································································司
禮
啟：勇敢進入人群中，服事基督、服事這個世界吧！耶穌已經賜下愛人如己的命令，惟願
你們謹守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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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罪後詩歌》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 求 主 憐 憫 我
中，普天下的人，在主 們；求基督憐
面前都應當肅靜，肅靜， 憫我們；求主
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憐憫我們。

《榮耀頌》

《福音前詩歌》

《奉獻詩歌》

但願榮耀歸與父、子、聖 你的話是我腳 我今所作奉獻，都
靈，父子聖靈。起初這樣 前的燈，又是 是主所賜給，凡我
現在這樣，以後也這樣， 我路上的光。 所有都屬於主，由
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主託我管理。

以賽亞書 53:4-12
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5 他為我
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7 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
開口。8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為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
姓的罪過他被帶到死裏。9 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穴，與財主同
墓。10 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祭時，他必看見後裔，他的年日
必然長久。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11 因自己的勞苦，他必看見光就心滿意足。因
自己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得稱為義，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12 因此，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
份，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致於死，也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
罪，為他們的過犯代求。
希伯來書 5:1-10
1 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都是奉派替人辦理屬上帝的事，要為罪獻上禮物和祭物。2 他能體諒無
知和迷失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3 因此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的罪獻祭。4 沒有人可擅
自取得大祭司的尊榮，惟有蒙上帝所選召的才可以，像亞倫一樣。
5 同樣，基督也沒有自取作大祭司的榮耀，而是在乎向他說話的那一位，他說：「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了你。」6 就如又有一處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體系永遠為祭司。」
7 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上帝，就因他的虔誠蒙了
應允。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9 既然他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
永遠得救的根源，10 並蒙上帝照著麥基洗德的體系宣稱他為大祭司。
馬可福音 10:35-45
35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老師，我們無論求你甚麼，願你為我們做。」
36 耶穌對他們說：「要我為你們做甚麼？」37 他們對他說：「在你的榮耀裏，請賜我們一個坐在
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38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所喝的杯，你們
能喝嗎？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受嗎？」39 他們對他說：「我們能。」耶穌對他們說：「我所喝的
杯，你們要喝；我所受的洗，你們也要受。40 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而是為誰預
備就賜給誰。」41 其餘十個門徒聽見，就對雅各和約翰很生氣。42 耶穌叫了他們來，對他們說：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轄他們。43 但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要作你們的用人；44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要作眾人的僕人。45 因為人
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主禮：朱頌恩牧師 司禮：許曉芬姊妹 領唱：黃琴雅師母 司琴：陳世璇姊妹 讀經：伍展佑弟兄
招待司獻：唐復豪弟兄 盧之輝弟兄 音控：韓正倫執事 投影片：周敬倫弟兄 直播：陳姵樺姊妹
奉獻出納：張素娟姊妹 兒主：周士筠姊妹 張靜如執事 主日禱告會：王一言長老
3

本週金句
因為他專心愛我，我要搭救他；因為他認識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詩 91：14-15）

本堂消息
1.

參與實體主日崇拜者，請由單一入口進入（路德廳外大門），需配合招待同工指示，完成實聯制
登記、手部酒精消毒與體溫測量，保持 1.5 公尺社交距離並全程配戴口罩。
2. 各小組團契聚會使用教會場地聚會務必落實以下防疫措施：實聯制登記 QR code 掃描、體溫量測、
手部消毒、全程配戴口罩、禁止飲食與各場地人數上限限制。
3. 10/21(四)禱告會主題為牧師禱告，請周牧師、朱牧師和潘牧師提供代禱事項給幹事，時間為晚上
7:30，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4. 頒發九月份讀經獎勵：王玉玲、張燕笙、張靜如、陳明志、陳美翠、黃琴雅、潘師母、羅翠華。
也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參與共同讀經進度，一起聆聽學習上帝的話。
5.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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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2/26(日)聖誕主日預定舉行洗禮、堅信禮與接納禮，欲接受洗禮、堅信禮，或在本堂聚會滿三個
月欲成為正式會友者，請向周牧師報名。
7. 信神牧關中心於 10/18(一) 早上 9:00-12:00，舉辦【躁症發作與熱心過火？】線上講座，主講者：
蔡茂堂牧師/醫師，請報名的弟兄姊妹準時線上參加。
8. 中華信義神學院於 10/30(六) 早上 9:30-12:30，舉辦【宗教改革衝下去的那一年】改革日講座。講
員：施以恩博士；地點：406 教室或稱義樓(視報名人數決定)，有同步直播。報名截止日：10/25(一)。
報名單於招待桌上，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9.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現場 49 人；直播 11 戶；兒主 9 人；主日禱告會 6 人；姊妹會 14 人；
得勝俱樂部小組 26 人；週四禱告會 8 人；梅竹家庭查經小組視訊查經 7 人；信望愛小組 9 人；
社青團契 11 人；週六禱告會 5 人。
10. 下週主日 10/24 服事同工：主禮：陳明志；證道：陳冠賢；司禮：唐復豪；領唱：韓正倫；司琴：
陳嬿如；讀經：穆金珠；招待：陳愛珠、陳巧容；司獻：羅鵬飛、賈華英；音控：陳姵樺；投影
片：陳世璇；直播：陳泳旭；奉獻出納：穆金珠；主日禱告會：吳聲昌。
11. 年度專案奉獻：為溫曉恩宣教士，累積奉獻：21,500 元；CIS 教會裝置藝術，累積奉獻：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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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海地、阿富汗、緬甸、以色列與巴勒斯坦。
【教會】
1. 為弟兄姊妹能適應教會恢復實體聚會禱告，並落實各項防疫措施，保持健康喜樂。
2. 為罹患長期慢性疾病與癌症治療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賜下夠用的體力與恩典。
【信神】
1. 10/24(日)中國信義會聖道堂林盈沼老師神學主日證道，求神保守老師信息預備順利！
2. 10/30(六)舉行改教日紀念講座，求神賜福施以恩老師訊息預備，活動籌備過程順利、參與者踴躍！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10/17)
賽 53:4-12；詩 91:9-16；來 5:1-10；可 10:35-45
回應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10/18(一) 詩 37:23-40；撒上 8:1-18；來 6:1-12
10/19(二) 詩 37:23-40；撒上 10:17-25；來 6:13-20
10/20(三) 詩 37:23-40；撒上 12:1-25；約 13:1-17
預備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
10/21(四) 詩 126:1-6；耶 23:9-15；來 7:1-10
10/22(五) 詩 126:1-6；耶 26:12-24；來 7:11-22
10/23(六) 詩 126:1-6；耶 29:24-32；可 8:22-26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10/24)
耶 31:7-9；詩 126:1-6；來 7:23-28；可 10:46-52
4

十一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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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餘絀
1 月至 9 月餘絀

139,900
2,360

4,000
10,000
156,260
-16,718
-322,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