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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連結神學院  建立國度觀  實踐大使命 

將臨期第四主日 2021 年 12 月 19 日 

將臨期的意義是雙重預備──我們一面預備慶祝基督的降生，一面預備等候基督的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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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日) 1000-1020 主日禱告會 陳明志長老 開放 信神餐廳 

12/19(日) 1030-1130 主日崇拜 將臨期第四主日 開放 路德廳 

12/19(日)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 保羅出監/雅各書 兒童 辦公室二樓 

12/19(日) 1300-1500 聖誕彩排 節目同工 節目同工 路德廳 

12/19(日) 1300-1430 詩  班 練    詩 詩班成員 路 德 廳 

12/21(二) 1000-1200 姊妹會 宣教影集/陳美翠姊妹 姊妹 辦公室一樓 

12/22(三) 0930-1130 得勝俱樂部 聖誕節目彩排 長者 路德廳 

12/23(四) 1930-2030 禱告會 周弘裕弟兄 開放 辦公室一樓 

1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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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五) 1430-1630 藝術小組 黃琴雅師母 開放 辦公室一樓 

12/24(五) 1900-2000 平安夜崇拜 平安夜崇拜 開放 稱義樓 

12/25(六) 0730-0830 禱告會 李翠君姊妹 開放 辦公室一樓 

12/25(六) 1600-1730 聖誕午會 聖誕午會 開放 辦公室一樓 

12/25(六) 1930-2100 哈利路亞小組 
暫    停 會友 辦公室二樓 

12/25(六) 1930-2100 蒙恩小組 

12/31(五) 1930-2100 年終禱告會 年終禱告會 會友 辦公室一樓 

12/31(五) 2100-2400 社青團契 跨年活動 社青 視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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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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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將臨期第四個主日，也是象徵「愛」的主日。 

應：耶穌將上主的慈愛活化在我們當中，祂也是人類愛的根源。 

啟：基督！我們信靠祢，願活在基督裡，也活在祢的聖愛中。 

應：願全地都在上主的聖愛中欣欣向榮。 

合：主啊！願祢快來！ 

頌讚詩歌 (坐) ······························· 錫安淑女，當歡喜（頌主聖詩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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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彌迦書 5: 2-5a································································ 讀      經 

啟應經課 (坐) ······················································ 詩篇 80: 1-7 ·································································· 司      禮 

啟：領約瑟如領羊群的以色列牧者啊，求你側耳而聽！ 

應：在基路伯之上坐寶座的啊，求你發出光來！ 

啟：在以法蓮、便雅憫、瑪拿西面前求你施展你的大能，拯救我們。 

應：上帝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啟：耶和華─萬軍之上帝啊，你因你百姓的禱告發怒，要到幾時呢？ 

應：你以眼淚當食物給他們吃，量出滿碗的眼淚給他們喝。 

啟：你使鄰邦因我們紛爭，我們的仇敵彼此戲笑。 

應：萬軍之上帝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 

第二經課 (坐) ·················································· 希伯來書 10: 5-10 ························································· 讀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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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經課 (立) ·················································· 路加福音 1: 39-55 ························································· 主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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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道 (坐) ································································ 以色列的聖者 ···························································· 主      禮 

回應詩歌 (坐) ········································· 是何嬰孩（頌主聖詩 98 首） ·········································· 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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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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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安安地去吧！你們要在基督的光照之中等候祂的臨到，並與鄰舍分享上主所賜的

盼望、平安、喜樂與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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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迦書 5:2-5a 

2 伯利恆的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雖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

權者；他的根源自亙古，從太初就有。3 因此，耶和華要將以色列人交給敵人，直到臨產的婦人

生下孩子；那時，他其餘的弟兄必回到以色列人那裏。4 他必倚靠耶和華的大能，倚靠耶和華－

他上帝之名的威嚴，站立並牧養，使他們安然居住；因為現在他必尊大，直到地極。5 這位就是

和平。 

希伯來書 10:5-10 

5 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祭物和禮物不是你所要的，但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6 燔

祭和贖罪祭是你不喜歡的。7 那時我說：看哪！我來了，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上帝啊！

我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 

8 以上說：「祭物和禮物，以及燔祭和贖罪祭，不是你所要的，也不是你喜歡的。」這都是按著

律法獻的。9 他接著說：「看哪！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見他除去在先的，為要立定

在後的。10 我們憑著這旨意，藉著耶穌基督，僅只一次獻上他的身體就得以成聖。 

路加福音 1:39-55 

39 在那些日子，馬利亞起身，急忙前往山區，來到猶大的一座城，40 進了撒迦利亞的家，向伊利

莎白問安。41 伊利莎白一聽到馬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裏跳動。伊利莎白被聖靈充滿，42 高

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43 我主的母親到我這裏來，為何這

事臨到我呢？44 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裏的胎就歡喜跳動。45 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

的！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 

46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47 我靈以上帝我的救主為樂；48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

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49 因為那有權能的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聖的。50 他憐憫敬畏他的

人，直到世世代代。51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趕散心裏妄想的狂傲人。52 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

卑賤的升高。53 他叫飢餓的飽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54 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不忘記

施憐憫，55 正如他對我們的列祖說過，『憐憫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直到永遠。』」 

 

 

 

 

 

主禮：朱頌恩牧師 司禮：陳明志長老  領唱：周士筠姊妹 司琴：劉曉韻姊妹  讀經：伍展佑弟兄  

招待：羅鵬飛弟兄 賈華英姊妹  司獻：韓文萍姊妹 陳美翠姊妹  音控：韓正倫執事   

投影片：陳泳旭執事 直播：陳姵樺姊妹 奉獻出納：穆金珠姊妹  兒主：黃博雅師母 范文誼姊妹  

主日禱告會：陳明志長老  愛宴清潔：得勝俱樂部  姊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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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萬軍之上帝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就會得救！（詩篇 80：7） 

本堂消息 
1. 背誦本週金句。 
2. 歡迎新朋友並歡迎參加愛宴。愛宴由陳明志長老帶謝飯禱告，得勝俱樂部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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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下午一點開始聖誕午會彩排，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4. 12/23(四)禱告會主題為社青團契禱告，請小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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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本堂聖誕節活動報告：12/24(五)晚上 7:00-8:00 平安夜崇拜；12/25(六)下午 4:00-5:30 聖誕慶祝活動；

12/26(日)聖誕主日崇拜。另外，報佳音活動以小組為單位自行招集，建議可以安排在平安夜崇拜
之後，或是其他小組員方便的時間。 

6. 時序已至年底 12 月，由於帳務無法跨年入記帳，請需請款的弟兄姊妹，於 12 月底完成請款。 
7. 明年度得勝堂辦公室週六清潔事工認領表於招待桌，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填寫認領。 
8.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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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截止登記。 
9. 招待桌有聖誕活動邀請卡，歡迎弟兄姊妹自由拿取，邀請親朋好友慕道友參加。 
10. 招待桌有信神 2022 年桌曆，請弟兄姊妹自行拿取。 
11. 上週聚會人數：主日崇拜現場 51 人；直播 4 戶；兒主 10 人；主日禱告會 3 人；姊妹會 11 人；

得勝俱樂部小組 26 人；週四禱告會 8 人；梅竹家庭查經小組線上查經 8 人；藝術小組 3 人。 
12. 下週主日 12/26 服事同工：主禮：周士煒；司禮：周弘裕；司琴：陳嬿如；讀經：陳巧容；招待

司獻：陳愛珠、陳麗靜；音控：陳泳旭；投影片直播：林阿釧；奉獻出納：穆金珠；主日禱告會：
周士煒；愛宴清潔：社青、大專團契。 

13. 年度專案奉獻：為溫曉恩宣教士，累積奉獻：2,000 元；CIS 教會裝置藝術，累積奉獻：8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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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黎巴嫩、海地、阿富汗、緬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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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會經常費因疫情有所短缺代禱。 
2. 為教會各項聖誕節活動的預備代禱。 
【信神】 
1. 12/19~26 大約 20 間泰友教會在各自的教會舉辦聖誕佈道活動，12/26(日)11 間泰友教會在信神舉

辦聯合聖誕佈道會。 求神使聚會盡都順利、充滿喜樂平安禱告。 
2. 請為神碩 7 位同學、教博 2 位同學，這學期撰寫畢業論文順利代禱，求神保守同學們論文都能

如期完成。 

 每日讀經經課                                             上週奉獻報告 
將臨期第四主日(12/19) 
   彌 5:2-5a；詩 80:1-7；來 10:5-10；路 1:39-55 
回應將臨期第四主日 
  12/20(一)  詩 113:1-9；創 25:19-28；西 1:15-20 

  12/21(二)  詩 113:1-9；創 30:1-24；羅 8:18-30 
  12/22(三)  詩 113:1-9；賽 42:14-21；路 1:5-25 
預備聖誕後第一主日 
  12/23(四)  路 1:46b-55；彌 4:6-8；彼後 1:16-21 
  12/24(五)  路 1:46b-55；彌 6:6-8；來 10:5-10 

  12/25(六)  賽 62:6-12；詩 97:1-12；多 3:4-7；路 2:1-20 
聖誕後第一主日(12/26) 
   撒上 2:18-20、26；詩 148:1-14；西 3:12-17；路 2:41-52 

十一奉獻 39,800 

主日奉獻 6,860 

感恩奉獻 6,000 

宣教奉獻 1,000 

信神奉獻  

CIS 專案奉獻 1,000 

愛宴奉獻 910 

上週奉獻合計 55,570 

11 月餘絀 27,041 

1 月至 11 月餘絀 -287,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