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2 月 14 日 

 

核心觀念 
 

敬拜（上帝的話、聖禮和禱告）     

使命（分享福音和開拓教會） 

愛心（款待和愛人如己）           

恩典（饒恕和憐憫的心） 



 

  

很高興大家來參與今天的主日崇拜，會後請留下來和我們一起

用餐，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大家，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詢問恩典

山丘的同工。  

 

 
 

我們的崇拜，是為了反映上帝和祂子民間的互動。早上剛來的

時候，可以先看一下週報，然後開始主日崇拜，一同認罪悔

改，尋求神的恩典。上帝在基督裡建造我們，透過聖靈提醒我

們祂福音的恩惠。講道結束後我們會擘餅領杯，祝禱後散會，

心裡滿是神的平安。  

 

 
 

 

 

 

我們教會愛孩子，歡迎他們一起崇拜，家長可以幫助他們了解

週報的內容。如果孩子年紀很小，家長可以帶他們去隔壁的兒

童圖書館，或在後面的座位陪孩子一起聽講道。 

 

 

 
 

我們每個月會有一次聖餐，歡迎已受洗的基督徒，唯獨相信基

督裡的救恩，有公開信仰的教會成員參與。聖餐的外圈是白葡

萄酒，內圈是葡萄汁，如果對聖餐有任何疑問，請詢問牧師或

是傳道。 

 

崇 拜 

小孩子 

1 

歡 迎 

聖 餐 



  

 
思 量 

 出於信心的禱告，就是禱告時不帶一絲疑惑，滿心

相信至高的上的永遠不會摒棄祂自己的智慧和善良，倒

要以祂所知道最好的方式，回應凡按著祂旨意謙卑祈求

祂賜福的人，向他們顯出大能與慈愛。 
 

(摘錄自柴培爾的”禱告次序”) 

2 

本教會奉耶穌的名，敞開祂的大門， 

歡迎一切犯罪和需要救主的人 ; 

歡迎一切靈裡軟弱和需要安息的人； 

歡迎一切哀慟並尋求安慰的人； 

歡迎一切有掙扎並渴望得勝的人； 

歡迎一切被排擠卻需要同伴的人； 

歡迎一切飢渴慕義的人； 

並歡迎一切願意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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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宣召 

敬拜宣召 (請起立)          《詩篇 139:13~18》 

 

司會：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會眾：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 

      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司會：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 

      並不向你隱藏。 

會眾：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 

      了。 

齊聲：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我若 

      數點，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宣召詩歌 (請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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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潔淨 

沉默悔改禱告 

赦罪宣告 

上帝的律法 (齊聲)                              出埃及記 20:2~3 

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異口同聲悔改禱告 †   

愛我們的天父，求祢將憂傷痛悔的心賜給我，使我眼睛得開，看

見自己的驕傲和偽善。求主讓我看見自己以各樣其他的事物代替

祢，以別神代替耶和華，以至愁苦加增。求主饒恕我隱而未現的

罪，塗抹我各樣的過犯，使我因基督所受的刑罰，得以有平安來

到祢面前，誠心認罪，領受恩惠和幫助。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

們。  

福音                                  以西結書 36:25-27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

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

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

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

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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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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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憲章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 

從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信仰告白 (齊聲)                                         使徒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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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牧禱 + 主禱文 (齊聲)                          

證道               

信心與看見 
馬太福音 9:27-34 

       講員：劉崇右 傳道 



  

 
信心與看見 

馬太福音 9:18-26 

27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有兩個瞎子跟着他，喊叫說：「大衛的子

孫，可憐我們吧！」 28 耶穌進了房子，瞎子就來到他跟前。耶穌

說：「你們信我能做這事嗎？」他們說：「主啊，我們信。」 29 

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說：「照着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吧。」30

他們的眼睛就開了。耶穌切切地囑咐他們說：「你們要小心，不可

叫人知道。」 31 他們出去，竟把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地方。32 他們

出去的時候，有人將鬼所附的一個啞巴帶到耶穌跟前來。 33 鬼被

趕出去，啞巴就說出話來。眾人都希奇，說：「在以色列中，從來

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34 法利賽人卻說：「他是靠着鬼王趕

鬼。」  

 

大意:人是因為不相信神，反倒只相信自己，因而看不見祂的恩典；

我們當接受耶穌不變的信實，以致對神有真正的信心。 

1. 甚麼是信心？ 

 

 

2. 甚麼是不信？ 

 

 

3. 誰是真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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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回應&奉獻   

祝禱 (會眾請起立)          

感恩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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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2021年二月份奉獻收入 

 上週 累計 

主日奉獻 6,670 6,670 

十一奉獻 49,880 49,880 

感恩奉獻 0 0 

其它奉獻 0 0 

收入總計  56,550 

1. 本週五(2/19)，二月份堂會將在恩典山丘開例行會

議。此次會議長老們將計畫商討恩典山丘今年以及未

來的方針與目標，以及其相關行動，請為此禱告，求

聖靈引導。 

2. 教會招募主日場地、招待&影音同工，邀請

弟兄姊妹一同加入。請掃描右方QR Code 

填寫Google表單。 

3. 2021年一月份教會奉獻收入總額為

$281,579，支出$153,442，結餘$128,137。 

下週聚會總覽 

星期三 19:30 鶯歌小組  地點：都桑家 

星期三 19:30 姊妹讀書會  地點：恩典山丘 

星期四 10:00 姊妹讀書會  地點：恩典山丘 

星期四 19:30 中壢小組  地點：漢倫家 

星期五 19:30 北大小組  地點：恩典山丘 

星期日 10:00 親子主日學-問答第十七問   

地點:活動中心4樓 

 
恩典山丘新約讀經計畫 

請掃描右方 QR 碼進入 



 

 

新城要理問答 

第十六問：罪是什麼？ 

答：罪是在神所造的世界拒絕或忽略祂，以活出與祂

毫無關聯的生命來悖逆祂，沒有成為或做到祂在律法

中所要求的—以至於我們死亡，並造成萬有的分化。 

 

第十七問：什麼是偶像崇拜？ 

答: 偶像崇拜就是相信被造之物，而不是相信為我們

的盼望和福樂，尊榮和保障造萬有的造物主。 

(孩童版) 

第十六問：罪是什麼？ 

答：罪是在神所造的世界拒絕

或忽略祂。罪是沒有成為或做

到祂在律法中所要求的。 

 

第十七問：什麼是偶像崇拜？ 

答：偶像崇拜就是–相信被造

之物而不是相信造萬有的造物

主。 



  

 

第十六問 禱告  

慈愛的父，當我再給自己和他人定罪時，讓我記得這樣的

破碎是來自於對你的悖逆，而你也在基督裡修復並和好了

我們的關係，使我也可以照樣活出這平安。阿門。 

第十七問 禱告  

獨一永活的主，沒有神像你喜歡饒恕，充滿憐憫與慈愛，

我們除你以外別無拯救，也別無他神。讓我們在基督的死

並復活中享受這真理。阿門。 

第十六問 註 解 

 我們在生活中所見證的各種破碎與自私，不斷告訴我們這世

界已經與神的公義、良善相違背；聖經告訴我們這就是罪 — 罪不

單指出對公義、良善的相違背，更指出人對神的悖逆 — 「他們雖

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

歡別人去行。」(羅馬書 1:32 和合本) 

第十七問 註 解 

 當任何神所創造的事物，在我們心中成為能給予我們只有神

可以給我們的福氣時，這些被造物就成為偶像，代替了真神。 



 

 

本週家庭作業： 
每天同一個時間（例如：晚餐前、睡覺前…），家長、 小孩

彼此問和回答第十六問。 

 

【星期一】看和默想 YouTube 短片介紹第十六問 

【星期二】和孩子分享討論 

【星期三】讀和默想第十六問的注釋 

【星期四】和孩子分享討論 

【星期五】讀和默想第十六問的禱告 

【星期六】和孩子一起讀，並照著上面的禱告文禱告  

第十六，十七問歌曲(英文版)   第十六問介紹短片 



  

 



 

 

恩典山丘，是一群不完美的蒙恩基

督徒，單憑著上帝的恩典，在耶穌

的信仰裡得到救贖。我們在三峽的

目標，是透過上帝應許的信心，基

於感恩順服祂的誡命歸榮耀給祂。

透過救主耶穌基督，我們勇於用平

易近人的方式，熱情分享上帝給的

恩典，關懷鄰居的需求。我們致力

將由上帝來的仁慈和良善與我們的

鄰居分享，將平靜帶給疲憊的心，

將希望和溫暖帶給大家。 

 

親子主日學：    禮拜天  10:00 

    主日崇拜：    禮拜天  11:00 
查經禱告會：    隔週五  19:30 

 

新北市三峽區大義路33號 

(02) 8671-2852 
 

http://www.gracechurch.tw 
Facebook.com/GraceSanxia 
IG: instagram.com/GraceSanxia 
LINE: @agt1874y 

 

聯絡方式 
請填寫以下表格讓我們認
識你，恩典山丘是一個全
新的教會，歡迎您和我們
分享您的想法、意見或擔
憂，也可以加入我們LINE
的群組，得知教會的活動
和公告，填妥後請於右方
連線撕下，投入奉獻箱或
是拿給教會的同工 
 

姓名:      

日期：     

配偶:      

孩子姓名:     

地址 / 社區名稱    

     

手機/市話:     

LINE:      

請勾選下列選項： 

   ___ 初次來的朋友 

   ___ 有定期聚會 

   ___ 住在外地的朋友 

我希望你們為我禱告：   

    

     

新朋友 + 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