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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連結神學院  建立國度觀  實踐大使命 

棕枝主日(預苦期第六主日) 2022 年 4 月 10 日 

預苦期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基督是受苦的主，並且我們要與祂一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本堂近期活動消息 
日期時間 聚會名稱 主題/負責人或講員 參與者 地點 

04/10(日) 0900-1000 成人主日學 福音的真確性(下)/葉肇鈞弟兄 開放 406 教室 
04/10(日) 1000-1020 主日禱告會 周士煒牧師 開放 信神餐廳 
04/10(日) 1030-1130 主日崇拜 棕枝主日 開放 路德廳 
04/10(日)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 棕枝活動 兒童 辦公室一樓 
04/10(日) 1300-1430 詩  班 練    詩 詩班成員 路 德 廳 
04/12(二) 1000-1200 姊妹會 使徒行傳三 3:1-26 / 陳美翠 姊妹 辦公室一樓 
04/13(三) 0930-1130 得勝俱樂部 社區長者事工 長者 辦公室一樓 
04/14(四) 1430-1630 藝術小組 繪畫實作/黃琴雅師母 開放 辦公室一樓 
04/14(四) 1930-2030 聖週三日崇拜 主立聖餐日崇拜 開放 稱 義 樓 
04/15(五) 1930-2030 聖週三日崇拜 受 難 日 崇 拜 開放 稱 義 樓 
04/15(五) 1000-1130 梅竹家庭查經小組 禱告會 梅竹社區住戶 梅竹山莊 
04/16(六) 0730-0830 禱告會 周士煒牧師 開放 辦公室一樓 
04/16(六) 1400-1600 追光者敬拜團 練    詩 敬拜團成員 路 德 廳 
04/16(六) 1930-2030 聖週三日崇拜 聖 週 六 崇 拜 開放 稱 義 樓 
04/16(六) 1930-2030 國、高團契 教會活動：復活節聖週六崇拜 國高中生 稱 義 樓 
04/16(六) 1930-2100 哈利路亞小組 

暫    停 會友 辦公室二樓 
04/16(六) 1930-2100 蒙恩小組 
04/22(五) 1900-2100 社青團契 聚   餐 社青 外出餐廳 
04/22(五) 1945-2100 信望愛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 會友 辦公室一樓 

本堂 2022 年目標：群體的行動 群體的見證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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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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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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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今日上主要甦醒我們的耳朵，我們要聆聽從基督來的教導； 

應：上主以莊嚴的聲音，安慰絕望的心靈。 

啟：今日上主要開啟我們的眼睛，我們要看見從基督來的異象； 

應：上主以深廣的視域，振奮疲乏的心靈。 

啟：今日上主要靈活我們的舌頭，我們要傳揚從基督來的教導； 

應：上主以耐心的支持，鼓舞消沉的意志。 

合：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我們必要在其中歡喜快樂！ 

頌讚詩歌 (坐) ·························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頌主聖詩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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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4-9a ···························································· 讀      經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118: 1-2, 19-29 ·························································· 司      禮 

啟：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應：願以色列說：「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啟：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 

應：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 

啟：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應：匠人所丟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啟：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 

應：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啟：耶和華啊，求你拯救！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順利！ 

應：奉耶和華的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啟：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 

應：耶和華是上帝，他光照了我們。你們要用繩索把祭牲拴住，直牽到壇角。 

啟：你是我的上帝，我要稱謝你！我的上帝啊，我要尊崇你！ 

應：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第二經課 (坐) ··················································· 腓立比書 2: 5- 11 ························································· 讀      經 

獻詩 (坐) ··························································· 小驢駒上的尊貴主 ······················································· 得勝堂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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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經課 (立) ················································· 路加福音 19: 28-40 ························································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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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 (坐) ································································ 萬王之王的心 ···························································· 主      禮 

回應詩歌 (坐) ···································· 高舉基督為王（頌主聖詩 37 首） ····································· 司      禮 

徐嘉彣教士就任禮 ······································· （程序參週報夾頁） ··················································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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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與禱告 (立) ············································································································································ 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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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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已經有基督耶穌的心了，平平安安地去吧！謙卑地事奉上主，幫助鄰舍。 

應：阿們！ 

殿樂 (坐) ···································· （請安靜默禱至殿樂結束後再離席） ······································ 司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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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9a 

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早晨喚醒，喚醒我的

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5 主耶和華開啟我的耳朵，我並未違背，也未退後。6 人打我的

背，我任他打；人拔我兩頰的鬍鬚，我由他拔；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並不掩面。 

7 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8 稱我為義的

與我相近；誰與我爭論，讓我們來對質；誰與我作對，讓他近前來吧！9 看哪，主耶和華必幫助

我，誰能定我有罪呢？ 

腓立比書 2:5-11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6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7 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8 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9 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 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

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11 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父上帝。 

路加福音 19:28-40 

28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走在前面，上耶路撒冷去。29 快到伯法其和伯大尼，在名叫橄欖山的地

方，他打發兩個門徒，30 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進去的時候會看見一匹驢駒拴在那裏，是

從來沒有人騎過的，把牠解開，牽來。31 若有人問為甚麼解開牠，你們就這樣說：『主要用牠。』」

32 被打發的人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對他們所說的。33 他們解開驢駒的時候，主人問他們：

「為甚麼解開驢駒？」34 他們說：「主要用牠。」35 他們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

在上面，扶耶穌騎上。36 他前進的時候，眾人把衣服鋪在路上。 

37 他將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欖山的時候，一大群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都歡呼起來，大聲讚

美上帝，38 說：「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 

39 人群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老師，責備你的門徒吧！」40 耶穌回答：「我告訴你們，
若是這些人閉口不說，石頭也要呼叫起來。」 

 

主禮：周士煒牧師 讀經：穆金珠執事 司禮：葉肇鈞弟兄 司琴：陳嬿如執事 

投影片：周敬倫弟兄 音控直播：陳泳旭執事 招待司獻：唐復豪弟兄、盧之輝弟兄 

奉獻出納：陳巧容姊妹 愛宴禱告：陳泳旭執事 愛宴清潔：得勝俱樂部、姊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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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腓 2：5～6） 

本堂消息 
1. 背誦本週金句。 
2. 歡迎新朋友並歡迎參加愛宴。愛宴由陳泳旭執事帶謝飯禱告，得勝俱樂部、姊妹會負責餐後整潔。

請弟兄姊妹餐後，將自己的餐盒帶回處理。 
3. 今日頒發助學金：林恩樂、朱謙義、朱以樂、周語謹、葉恩樂、葉恩立，願神賜福他們的課業

與靈性榮神益人。 
4. 頒發三月份讀經獎勵：王玉玲、陳明志、陳美惠、陳嬿如、張靜如、張燕笙、潘師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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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四)至 4/17(六)聖週三日崇拜，地點於稱義樓，時間為晚上 7:30-8:30，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

加。一同思想耶穌基督為我們受苦受死，拯救我們免於永死。 
6. 4/16(六)下午 1:30 於社區中心召開長執會議，請長執準時參加；有關心長執會開會內容之弟兄姊

妹可列席參加。 
7. 總會於 4/30(六)於芎林恩霖堂舉辦婦女靈修會-婦女在困境中的信仰傳承，時間 8:30~12:00，備有

便當。 
8. 5/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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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本年度第一次聖經會考定於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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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弟兄姊妹勤讀聖經並踴躍參與。 
10.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 44 人；直播 12 戶；主日禱告會 5 人；得勝俱樂部 19 人；藝術小組 1 
    人；週四禱告會 8 人；梅竹家庭小組查經會 7 人；信望愛小組 5 人；社青團契 5 人。 
11. 下週主日 4/17 服事同工：主禮：朱頌恩；司禮：唐復豪；司琴：陳嬿如；讀經：陳巧容；招待

司獻：羅鵬飛、賈華英；音控：陳姵樺；投影：伍展佑；直播：陳姵樺；奉獻出納：穆金珠；
主日禱告會：陳明志；愛宴禱告：陳繼斌；愛宴清潔：社青、大專團契；聖餐服事同工 : 王一
言、陳繼斌、葉肇鈞、陳泳旭。 

12. 年度專案奉獻：為溫曉恩宣教士，累積奉獻：7,000 元；CIS 教會裝置藝術，累積奉獻：107,534 元。 

代禱事項 
【世界與國家消息】 
1. 為新冠肺炎疫情禱告，求主醫治憐憫患病的人，並使人早日脫離疾病威脅。 
2. 為烏克蘭、哈薩克、喀麥隆、黎巴嫩、阿富汗、緬甸、敘利亞、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局勢代禱，

求主恩待這些國家的人民能免於患難，有上主的平安賜下。 
【教會】  
1. 為預苦期間教會安排的特別聚會禱告： 4/14(四)主立聖餐日崇拜、4/15(五)受難日崇拜、4/16(六)

聖週六崇拜。願弟兄姊妹藉著聚會，再次經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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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主日：為老師們在各地證道，信息預備，交通往返禱告：4 月 17 日福音信義會頌恩堂、主恩

堂_陳冠賢牧師；信義會恩光堂_陳農瑞牧師；苗栗福音堂_俞繼斌牧師。 
2. 為 4/14 主立聖餐日崇拜、4/15 受難日崇拜，本院師生一同紀念主的犧牲與榮耀復活禱告。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棕枝主日(4/10) 

    賽 50:4-9a；詩 118:1-2、19:29；腓 2:5-11；路 19:28-40 

聖週一 4/11(一) 賽 42:1-9；詩 36:5-11；來 9:11-15；約 12:1-11 

聖週二 4/12(二) 賽 49:1-7；詩 71:1-14；林前 1:18-31；約 12:20-36 

聖週三 4/13(三) 賽 50:4-9a；詩 70:1-5；來 12:1-3；約 13:21-32 

主立聖餐日 4/14(四) 出 12:1-14；詩 116:1-2、12-19；林前 11:23-26；約 13:1-17、31b-35 

受難日 4/15(五) 賽 52:13-53:12；詩 22:1-31；來 10:16-25；約 18:1-19:42 

聖週三 4/16(六) 伯 14:1-14；詩 31:1-4、15-16；彼前 4:1-8；太 27:57-66 

復活主日(4/17) 

    賽 65:17-25；詩 118:1-2、14-24；徒 10:34-43；路 24:1-12 

十一奉獻 24,200 
主日奉獻 3,150 

感恩奉獻 5,000 
清潔奉獻                  
信神奉獻  

CIS 專案奉獻  
生命樹奉獻 800 
愛宴奉獻 500 

上週奉獻合計 33,650 
2 月餘絀 290,923 

1 月~2 月餘絀 163,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