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靈降臨節禮拜說明
今天是聖靈降臨節的禮拜，教會節期的顏色是紅色，象徵聖靈如火般降臨，因此
在教堂的佈置上以紅色做為布置的顏色。穿著紅色提醒著我們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有聖
靈的火焰，讓心中的火熊熊燃燒，使周圍的人得溫暖並發現自己的生命力。本次禮拜
以使徒行傳二章 1-21 節作為藍圖，經文記載五旬節的時候有聲音從天降下，一陣大風
吹過，又有舌頭如火焰向各人顯現，分開落在每個人身上，各人都被聖靈充滿。領受
聖靈之後初代教會開始形成，我們慶祝聖靈的降臨也慶祝基督教會的生日，行出基督
耶穌交付我們的大使命－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禮拜的設計以各族不同的語言和聖靈
像風和火的象徵來設計；使用不同語言來讀經呈現出「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
的話來」的情形，序樂的表達則呈現聖靈像風的部份；此外在禮拜中我們有暑期短宣
隊差傳的宣誓，在主的面前回應我們願意被聖靈差遣往世界各地去宣揚福音，用行動
將主的福音傳給萬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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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降臨節禮拜
※關於禮拜，請會眾留意下列事項:
1、詩歌默想的最後部分，在詩班指揮的提示下，會眾加入詩班的吟唱，唱聖詩
173 首第 1 節。
2、差遣詩時，唱到第 3 節時，請所有會眾跟隨著詩班邊唱邊步出教堂，象徵聖靈
在前頭引領我們向前往世界走出去。
3、禮拜結束後，門口招待同學將會發給每人一片木片，請會眾依序走到馬偕銅像
前，將木片放入火中，代表聖靈的火焰再次點燃我們宣教的心志，學習馬偕博
士「寧願燒盡，不願朽壞」 為主奉獻的精神。

主理：蔡慈倫老師

管風琴：賈嘉文同學
鋼 琴：呂秉芳同學
招 待：陳啟宏同學
蔡明錤同學

司會：張勝為同學
(有*記號請起立)
會眾聚集敬拜上帝
序 樂
宣 召
*聖 詩

「聖靈請降臨!」
「聖靈，請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在世界各地上，直到地極為主作見證」

巴文鴻同學

163「疼痛聖神，阮歡迎祢」

*禱 告
第一個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故事
啟 應

司琴

使徒行傳二:1-21

會眾
司會
蔣記剛、黃上德同學
巴文鴻、羅 以同學

詩篇 104:24-34，35b

啟：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華語 司會)
應(華語)：願耶和華的榮耀存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悅自己所造的！
啟：那裏有海，又大又廣；其中有無數的動物，大小活物都有。(台語 黃承中)
啟：那裏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鱷魚游泳在其中。(客語 李造宇)
啟：這都仰望你按時給牠食物。(緬語 晏祥美)
應(華語)：願耶和華的榮耀存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悅自己所造的！
啟：你給牠們，牠們便拾起來；你張手，牠們飽得美食。(布農語 王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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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啟：你掩面，牠們便驚惶；你收回牠們的氣，牠們就死亡，歸於塵土。(阿美語 布漾‧星)
啟：你發出你的靈，牠們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換為新。(卑南語 吳心怡)
應(華語)：願耶和華的榮耀存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悅自己所造的！
啟：他看地，地便震動；他摸山，山就冒煙。(泰雅語 林蓓茹)
啟：我要一生向耶和華唱詩！我還活的時候，要向我神歌頌！(排灣語 鄭馨儀)
應(華語)：願耶和華的榮耀存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悅自己所造的！
啟：願他以我的默念為甘甜！我要因耶和華歡喜！(韓語 許佩雯)
啟：我的心哪，要稱頌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華語 司會)
齊(華語)：願耶和華的榮耀存到永遠！願耶和華喜悅自己所造的！

詩歌默想

「Spirit, Shine On Us」(P.4)
◎後半段請會眾一同加入詩班唱聖詩 173「懇求永活主聖神」第一節

詩班

聆聽並回應上帝的話
聖 經
講

道

*回應詩
禱

可十：32-34；使一：3-4

司會

「勇往直前！」

主理

「宣教的教會」

會眾

告

奉 獻

主理
「虔誠奉獻我全生」(華語)

院務報告

會眾

陳尚仁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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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差遣出去事奉
暑期短宣隊差傳

陳尚仁院長

宣誓：
主理者：教會的元首，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曾吩咐我們說：「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今天，我們要透過教會的禮儀，差派今年暑假
將在國內外進行短宣的弟兄姐妹，授職為「宣教師」
，擔任主所交託的職份。這個時
候，請他們在上帝和眾人面前誓約。
1、緬甸短宣隊。2、杵臼社短宣隊。
問：你要領受此宣教的職份，你確信這是上帝的呼召嗎？
答：我確信！
問：你確信新約和舊約聖經是上帝的話，是你信仰和宣教上的唯一根據嗎？
答：我確信！
問：為要完成宣教使命，你願順服聖靈的帶領，忠誠盡職，並配合當地教會，致力所受託
的事工嗎？
答：我願意！
問：在宣教上，你將面對文化的差異、語言的隔閡、人種的差別、以及不同的風俗習慣，
你願意效法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行動，認同當地的住民與文化，接納他們是上帝所愛
的兒女、滿有上帝的形象嗎？
答：我願意！
問：在宣教上面對各種困難與挑戰時，你願意禱告祈求上帝的幫助，並接受其他同工的協
助，不發怨言、不氣餒，並願意順服福音隊領隊的領導，不自作主張嗎？
答：我願意！
宣告：
主理者：你們既表明心意，我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差派你們出去。如今你們可以平安前往，
但要謹慎自己的言行舉止，忠心於上帝所託付你們的聖工，致力興旺上帝的國度！
禱告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

(聖詩第 15 頁)

*公 禱

會眾
會眾

(司會每提一件代禱事項時,一位信徒會帶領會眾禱告,之後全體會眾一齊同聲說: 「上帝啊, 求祢垂
聽我們禱告!」，最後全體會眾一起用「主禱文」禱告)
司會：(為台灣的宣教禱告)

陳誼徽姊妹

感謝上帝賞賜這塊鄉土給我們，帶領宣教士們來台宣揚福音，讓我們能夠進入上帝普世的國度，特別
為過去的領受感恩，也為未來台灣的福音傳揚禱告。
會眾: 上帝啊, 求祢垂聽我們禱告!
司會：(為世界的宣教禱告)

陳光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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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聖靈在普世工作感恩，為世界福音的傳揚，為世界因福音遭到苦難的人禱告，求父的愛、子的苦、
靈的運行，讓我們能有勇氣走向世界來禱告。
會眾: 上帝啊, 求祢垂聽我們禱告!
(最後全體會眾一起用「主禱文」禱告)

*差遣詞

「聖靈，請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在世界各地上，直到地極，為主作見證」

*祝 禱

巴文鴻同學
主理

*差遣詩

聖詩 178「求主用祢聖神來充滿我心」

會眾

(1) 會眾唱到第三節時，邊唱邊走出教堂，順序：主理、司會、詩班、短宣隊、會眾。
(2) 招待在門口發給每個人木片，請會眾依序前去馬偕銅像前，將木片置入火中。

詩歌默想

Spirit, Shine On Us
主的靈 光照我們

Lord, let Your light, light of Your
face shine on us.
主啊 讓祢的榮光 用臉光照我們
That we may be saved,
好讓我們得著拯救
That we may have life to find our
way
使我們 在漆黑的暗夜中 得著生
命
in the darkest night,
找尋我們的道路
Let Your light shine on us.
讓祢的榮光 光照我們

by Michael W. Smith

Lord, let Your grace, grace from
Your hand fall on us.
主啊 讓祢的恩慈 從祢的恩手而

Lord, let Your love, love with no end
come over us
主啊 讓祢的慈愛 無止盡的慈愛 親

出 臨及我們
Grace from Your hand fall on us
從祢恩手而出的恩慈 臨及我們
That we may be saved,
好讓我們得著拯救
That we may have life to find our
way
使我們 在漆黑的暗夜中 得著生

近我們
That we may be saved,
好讓我們得著拯救
That we may have life to find our way
使我們 在漆黑的暗夜中 得著生命
in the darkest night,
找尋我們的道路
Let Your love, come over us.
讓祢的愛親近我們
Let Your light shine on us.
讓祢榮光 光照我們

命
In the darkest night,
找尋我們的道路
Let Your light shine on us.
讓祢的榮光 光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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