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們的異象：連結神學院  建立國度觀  實踐大使命 

聖靈降臨後第廿一主日 2019 年 1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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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日) 0900-1000 成人主日學 周弘裕弟兄 會友 406 教室 

11/03(日) 1000-1020  主日禱告會 黃綿媛姊妹 開放 信神餐廳 

11/03(日) 1030-1200  主日崇拜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開放 路德廳 

11/03(日)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 總複習/高昇但以理 兒童 辦公室二樓 

11/03(日) 1300-1430 社青敬拜團 練  詩 敬拜團成員 路德廳 

11/03(日) 1300-1400  爆米花小屋 社區兒童事工 兒童 辦公室一樓 

11/03(日) 1430-1600 安養中心探訪 帶動唱、獻詩、施餐 開放 仁愛之家 

11/05(二) 1000-1200  姊妹會 宣教士故事-馬偕/陳美翠姊妹 姊妹 辦公室一樓 

11/06(三) 0930-1330  旺得福 社區長者事工 長者 辦公室一樓 

11/07(四) 1930-2030  禱告會 韓文萍姊妹 開放 辦公室一樓 

11/08(五) 1930-2100  社青團契 神創造人的形象/陳永翰 社青 辦公室二樓 

11/08(五) 1945-2130  信望愛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陳美翠姐妹 會友 辦公室一樓 

11/09(六) 0730-0830  禱告會 周士煒牧師 開放 辦公室一樓 

11/09(六) 1930-2100  國、高團契 植物與信仰/賴美伶傳道 國高中生 辦公室一樓 

11/09(六) 1930-2100  哈利路亞小組 林前十六章/徐曉芬姐妹 會友 辦公室二樓 

11/09(六) 1930-2100  蒙恩小組 主日信息分享/唐菱霙姊妹 會友 辦公室二樓 

本堂 2019 年目標：人人都需要福音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

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 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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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安 ················································································································· 領    唱 
詩歌敬拜 ······································································································· 領    唱 
安靜頌  (坐) ······························································································· 司    禮 
宣召啟應  (坐)··························································································· 司    禮 
啟：來到主前，讓我們滌淨我們的心靈。 
應：來到主前，讓我們潔淨我們的意念。 
啟：來！讓我們向上主獻上自己。 
應：來！讓我們謙卑在主前。 
啟：我們以詩歌、頌讚尋求上主的面。從偏行的己路中轉回。 
合：上主必寬恕我們的罪，必醫治這受傷的世界。  

頌讚詩歌  (立)············ 我今聽主聲音（頌主聖詩 342 首） ············ 司    禮 
認罪與宣赦  (立) ······················································································ 司∕主禮 
榮耀頌  (立) ······························································································· 司    禮 

二、聖道禮 
第一經課  (坐)  ·························以賽亞書 1: 10-18 ··························· 讀    經 
10 所多瑪的官長啊，你們要聽耶和華的言語！蛾摩拉的百姓啊，要
側耳聽我們上帝的教誨！11 耶和華說：「你們許多的祭物於我何益
呢？公綿羊的燔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經膩煩了；公牛、羔羊、公山
羊的血，我都不喜悅。12「你們來朝見我，誰向你們的手要求這些，
使你們踐踏我的院宇呢？13 不要再獻無謂的供物了，香是我所憎惡
的。我不能容忍行惡又守嚴肅會：初一、安息日和召集的大會。14你
們的初一和節期，我心裏恨惡，它們成了我的重擔，擔當這些，令我
厭煩。15 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不看，就算你們多多祈禱，我也
不聽；你們的手沾滿了血。16 你們要洗滌、自潔，從我眼前除掉惡
行；要停止作惡，17 學習行善，尋求公平，幫助受欺壓的，替孤兒
伸冤，為寡婦辯護。」18 耶和華說：「來吧，我們彼此辯論。你們
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32: 1-7 ································· 司    禮 
啟：過犯得赦免，罪惡蒙遮蓋的人有福了！ 
應：耶和華不算為有罪，內心沒有詭詐的人有福了！ 
啟：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呻吟而骨頭枯乾。 
應：黑夜白日，你的手壓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盡，如同夏天的

乾旱。 
啟：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 
應：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 
啟：為此，凡虔誠人都當趁你可尋找的時候向你禱告；大水氾濫的時

候，必不臨到他。 
應：你是我藏身之處，你必保佑我脫離苦難，以得救的歡呼四面環繞

我。 
第二經課  (坐)  ············· 帖撒羅尼迦後書 1: 1-4, 11-12 ················ 讀    經 
1保羅、西拉和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在我們的父上帝與主耶穌
基督裏的教會。2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
們！3弟兄們，我們該常常為你們感謝上帝，這本是合宜的；因為你
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增加。4所以，我們
在上帝的各教會裏為你們誇耀，因為你們在所受的一切壓迫患難中
仍牢守著耐心和信心。 
11為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上帝看你們與他的呼召相配，
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良善的美意和因信心所做的工作，12 使我們
主耶穌的名，照著我們的上帝和主耶穌基督的恩，在你們身上得榮耀，
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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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朱頌恩牧師 

司禮：陳明志長老 

司琴：陳嬿如姊妹 

聖餐：陳明志長老 

      韓正倫執事 

      葉肇鈞執事 

      周弘裕弟兄 

領唱：韓正倫執事 

讀經：唐菱霙姊妹 

司獻：周弘裕弟兄 

韓正倫執事 

招待：陳繼斌弟兄 

張素娟姊妹 

音控：吳家駒長老 

投影片：伍展佑弟兄 

奉獻出納：穆金珠姊妹 

兒主：黃博雅師母 

      張靜如執事 

謝飯：吳家駒長老 

愛宴清潔：社青、國高團契 

週六清潔：周超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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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前詩歌  (立) ······················································································ 司    禮 
福音經課  (立)  ·························路加福音 19: 1-10 ··························· 主    禮 
1耶穌進了耶利哥，要從那裏經過。2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
是個財主。3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材又矮，
所以看不見。4於是他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要
從那裏經過。5耶穌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
今天我必須住在你家裏。」6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
7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然到罪人家裏去住宿。」8撒該
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勒索了誰，就還
他四倍。」9耶穌對他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
罕的子孫。10人子來是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 

證道  (坐)  ····································稅吏撒該的客人 ···························· 主    禮 
回應詩歌  (立)  ·············· 奇異恩典（頌主聖詩 321 首） ················· 司    禮 
使徒信經  (立)··························································································· 司    禮 
消息報告  (坐)··························································································· 司    禮 
平安禮  (立) ······························································································· 司    禮 
奉獻與禱告  (坐→立) ············································································ 司    禮 

三、聖餐禮 
聖餐詩歌  (立)  ··········· 我靈，應當披上喜樂（頌主聖詩 262 首） 
聖頌與禱告  (立) 

啟：願主與你們同在。 
應：也與你同在。 
啟：大家獻心於主。 
應：我們獻心與主。 
啟：我們應當感謝我主上帝。 
應：感謝我主上帝是應當的。 
啟：無論在何時何地，感謝祢全能的父，永生的上帝，這是應當

的，也是美好的。因此，我們與眾天使和天上的會眾，一同
稱頌祢榮耀的聖名，常常讚美祢說： 

合：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主耶和華。祢的榮光充滿全地。高
高在上和撒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撒那。 

啟：主耶穌基督，我們感謝你，頌揚你的聖名；因你降世為人，住
在我們中間，受苦受死，擔當我們的罪。但主勝過死亡，並榮
耀升天。如今我們來到主的桌前，特為要領受主的聖體和寶血。
求主使我們能夠謙卑記念主的大慈愛，彼此連結，好比葡萄樹
與枝子連結一樣；叫我們彼此相愛，像你愛我們一樣；並將我
們聚集在主的天國，得享無窮的歡樂。阿們！ 

祝餐與召請  (坐) 
施餐  (坐) 
感恩  (立) 

全體：全能的主，永生的上帝，我們為這聖餐感謝你。求你按著你
的慈愛堅固我們、激勵我們，使我們靠著你的愛子耶穌基督，
勇於向善、彼此相愛。願榮耀都歸給聖父、聖子、聖靈，獨
一的上帝，無始無終的真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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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差遣禮 
祝福  (立) ···································································································· 主    禮 
阿們頌  (立) ······························································································· 司    禮 
差遣文  (立) ······························································································· 司    禮 
啟：上主已經開恩可憐我們這些罪人，去吧，基督的義已經披戴在

你們身上，應當竭力愛弟兄姊妹、服事鄰舍、榮耀上主。 
應：阿們！ 

殿樂  (坐)   ～請安靜默禱至殿樂結束～  

《福音前詩歌》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又
是我路上的光。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
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
生子，我們的主，因著聖
靈成孕，從童女馬利亞所
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
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
了，葬了。下到陰間。第
三天從死裡復活。後升天 
，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
的右邊。將來要從那裡降

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 
、聖徒相通、罪得赦免；
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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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
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
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
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
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
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
惡。因為國度、權柄、榮
耀，全是祢，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直到永遠。阿
們，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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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人子來是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路 19：10） 

本堂消息 
1. 背誦本週金句。 
2. 11/7(四)禱告會主題為聖誕節活動禱告，請周士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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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周牧師、師母於 11/1~11/8 前往日本參加日本信義會 70 週年活動，請吳家駒長老代理其職務。 
4. 今日下午有安養中心探訪，參加者請 14:00 教會集合前往。 
5. 本堂訂於 12/22(日)主日舉行洗禮、堅信禮與接納禮（轉會），欲接受洗禮、堅信禮，或在本堂

聚會滿三個月欲加入者，請向周牧師報名。 
6. 教會已準備一個失物招領箱，請遺失與拾獲物品者，至招待桌失物招領箱尋找領取。 
7. 11/9(六)9:30 於辦公室召開牧養會議，請小組長同工準時參加。 
8.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 66 人；週日禱告會 9 人；兒主 16 人；姊妹會 14 人；旺得福 25 人；

週四禱告會 8 人；社青團契 8 人；信望愛小組 13 人；國高團契 8 人。 
9. 下週主日 11/10 服事同工：主禮：周士煒；證道：黃綿媛；司禮：周弘裕；司琴：王玉玲；領

唱：韓文萍；讀經：陳巧容；司獻：羅鵬飛、賈華英；招待：陳愛珠、陳麗靜；音控：韓正

倫；投影片：陳泳旭；奉獻出納：陳巧容；謝飯：吳聲昌；愛宴清潔：哈利路亞小組；週六清
潔：周士煒。 

10. 歡迎新朋友並歡迎參加愛宴。愛宴由吳家駒長老帶謝飯禱告，社青、國高團契負責餐後整潔。 

代禱事項 
【普世宣教】 
1. 本月份我們為日本的宣教事工代禱，日本基督徒比例低於 1%，被許多宣教機構視為最少接觸福

音群體之一，許多日本人終其一生沒有機會接觸基督徒，認識福音。求主憐憫日本，差遣更多
宣教士前往宣教，領人歸主。 

【國家】 
1. 為台灣 2020 年 1 月 11 日總統大選禱告，願神保守台灣總統大選期間有好的治安順序；人民有清

楚智慧眼光，選出真正愛台灣，能夠帶領台灣走向合神心意道路的總統。 
【教會】 

1. 為新長老與執事的徵詢與推選代禱，求主揀選合祂心意的長執。 
2. 為今年聖誕節的事工代禱，求主幫助同工有完整的規劃。 
【信神】 
1. 10/31 為本院的院慶，為著過去一年上帝的豐富的供應獻上感恩，也求上帝繼續賜下足夠的智

慧、師資與經費來培育並造就傳道人。 
2. 近期學院開始 2020 神學主日的邀請，請為學院與教會之間能有更深刻的連結禱告。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11/03) 

   賽 1:10-18；詩 32:1-7；帖後 1:1-4、11-12；路 19:1-10 
回應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11/04(一)  詩 50:1-23；尼 13:1-3、23-31；林前 5:9-13 

11/05(二)  詩 50:1-23；亞 7:1-14；猶 5-21 
11/06(三)  詩 50:1-23；摩 5:12-24；路 19:11-27 

預備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 
    11/07(四)  詩 17:1-9；申 25:5-10；徒 22:22-23:11 
    11/08(五)  詩 17:1-9；創 38:1-26；徒 24:10-23 

11/09(六)  詩 17:1-9；出 3:13-20；路 20:1-8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二主日(11/10) 
   伯 19:23-27a；詩 17:1-9；帖後 2:1-5、13-17；路 20:27-38 

十一奉獻 32,500 

主日奉獻 3,250 

感恩奉獻  

愛心奉獻  

愛宴奉獻 700 

信擴奉獻    

清潔奉獻 1,500 

專案奉獻(總會) 14,400 

上週奉獻合計 52,350 

九月餘絀 -21,191 

年度餘絀 -97,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