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7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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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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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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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宣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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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宣召 (請起立)                       《詩篇100》 

 

領會：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會眾：你們當樂意侍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領會：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 

      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 

會眾：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 

      稱頌他的名！ 

齊聲：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 

      到萬代。 



 

 

宣召詩歌 (請起立) 



  

 

崇拜程序                     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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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要理問答 

問113：第十條誡命吩咐什麼？ 

答： 

（一）不可讓絲毫違抗神任何誡命的傾向、喜好、思想進

入我們的心； 

（二）要全心恨惡罪惡，喜愛公義，毫不間斷1。 

 

問114：歸向神的人，能不能完全遵守這些誡命？ 

答：不能；在今生，即使是最聖潔的人，在「順服」的學

習上也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始2；儘管這樣，他們如果認真立

志，就不是只照著一部分的誡命而活，乃是開始照著神一

切的誡命而活3。 

 

問115：既然沒有人能在今生完全遵守這些誡命，為什麼

神還這麼嚴格地命令我們遵守這十條誡命呢？ 

答：神嚴格命令我們遵守這十條誡命，有兩個目的： 

（一）我們這一生會越來越認識我們的罪性4，這樣一來，

我們就會更迫切尋求在基督裡的赦免和公義5； 

（二）我們會不斷努力、懇求聖靈從神而來，賜下恩典，

使我們愈來愈變成神的形像，直到今生結束，我們就終於

能達到完全的地步6。 

＊ 1 羅七7。2 羅七14。3 羅七22；雅三2。4 約壹一9；羅三20，

五13。5 羅七24。6 腓三12-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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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得潔淨 
馬太福音 第15章1~20節 

       講員：劉崇右 傳道 



 

 

人心得潔淨 

馬太福音 15:1~20 

 1 那時，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說：2 「你的門徒為什

麼犯古人的遺傳呢？因為吃飯的時候，他們不洗手。」3 耶穌回答說：

「你們為什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神的誡命呢？4 神說：『當孝敬父

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5 你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

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做了供獻』，6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

你們藉著遺傳，廢了神的誡命！7 假冒為善的人哪！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

預言是不錯的，他說：8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9 他們將

人的吩咐當做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10 耶穌就叫了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11 入口的不

能汙穢人，出口的乃能汙穢人。」12 當時，門徒進前來對他說：「法利賽

人聽見這話不服*，你知道嗎？」13 耶穌回答說：「凡栽種的物，若不是

我天父栽種的，必要拔出來。14 任憑他們吧！他們是瞎眼領路的。若是瞎

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15 彼得對耶穌說：「請將這比喻講給

我們聽。」16 耶穌說：「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嗎？17 豈不知凡入口的，

是運到肚子裡，又落在茅廁裡嗎？18 唯獨出口的，是從心裡發出來的，這

才汙穢人。19 因為從心裡發出來的，有惡念、凶殺、姦淫、苟合、偷盜、

妄證、謗讟。20 這都是汙穢人的，至於不洗手吃飯，那卻不汙穢人。」 

大意：：使人與神分離的原因，是人心本身的問題；其解決之道不

是外在的行為，而是神透過付上極重的代價，所換來給我們的那無

條件的接納。 

序：偽善的宗教 

一.偽善的目的 

 

二.偽善得救贖 

 

三.偽善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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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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份奉獻收入 

 上週 累計 

主日奉獻 9,500 25,900 

十一奉獻 7,000 58,164 

感恩奉獻 0 500 

其它奉獻 0 25,000 

收入總計  109,564 

1. 教會奉獻轉帳資料： 

銀行：台北富邦銀行 西松分行 

帳號：530-102-050-796 

戶名：財團法人改革宗神學宣教會 

轉帳後，請記得註明姓名及奉獻項目(如什一、感恩等)，並在轉帳成

功後，用Line告知教會會計彥博弟兄，註明轉帳帳戶後四碼，姓名，

轉帳金額和奉獻項目，確保奉獻金額能正確紀錄。彥博的Line QR 

Code:  

恩典山丘舊約讀經計畫 

請掃描 QR 碼 

下週6/27主日崇拜服事人員 

招待 直播  直播 

場地/影音 清和 

講員 劉崇右 傳道 

領會 彭加樂 傳道 

司琴   

下週聚會總覽 

星期三 20:00 鶯歌小組  線上聚會 

星期三 19:30 姊妹讀書會 Zoom 聚會 

星期四 10:00 姊妹讀書會 Zoom 聚會 

星期四 19:30 桃園小組 線上聚會 

星期五 19:30 北大小組 線上聚會 

星期日 10:00 成人主日學  暫停 

兒童主日學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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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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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