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8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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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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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5》 

 

稱謝耶和華，歌頌你至高者的名， 

用十弦的樂器和瑟，用琴彈幽雅的聲音，早晨傳揚你的慈愛， 

每夜傳揚你的信實，這本為美事。 

因你耶和華藉著你的作為叫我高興，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歡呼。 

耶和華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極其深！ 



 

 

宣召詩歌 (請起立)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因著敬畏你而曉得你的憤怒呢？求你指教我們
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耶和華啊，我們要等到幾
時呢？求你轉回，憐憫你的僕人們。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好叫
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求你照著你使我們受苦的日子，和我們遭難的年
歲，使我們喜樂。」(詩篇90:11-15) 



  

 

崇拜程序                     潔淨 

 4 

「願你的作為向你僕人們顯現，願你的榮耀向他們子孫顯明。願
主－我們上帝的恩寵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
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詩篇92：16~1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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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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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禱文                          

證道               

我們為何工作？ 

      講員：劉崇右 傳道 

證道經文：創世紀 1:26-28, 31；2:15-17；3:1-7, 17-19 

                    以弗所書 2:1-10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
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 神就賜福給
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1:31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16 耶和華神吩咐他
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
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3:1 耶和華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
「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2 女人對蛇說：
「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3 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
『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
定死！5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
惡。」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
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7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
子，為自己編做裙子。 



 

 

我們為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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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
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18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19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
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
土。」 

 以弗所書2:1-10 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2 那時你
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
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4 然
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
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6 他又叫我們與基
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
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
有人自誇。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
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講道大綱 
I. 什麼是「工作」？ 
  A. 原是榮耀神的媒介（創 1:26-28，31） 
       1. 帶著榮耀的目的 
       2. 賜給榮耀的人 
       3. 為了榮耀的神 
  B. 現是帶著咒詛，但仍然用來榮耀神的媒介 （創 3:17-19） 
       1. 仍然帶著榮耀的目的 
       2. 賜給不榮耀的人 
       3. 仍然為了榮耀的神 
 
II. 該如何工作？ 
  A. 反映出神的形象 （創 2:15-17） 
       1. 透過服事 
       2. 帶著安全感與尊嚴 
       3. 來討神喜悅 
  B. 不是反映出自己（創 3:1-7，17-19） 
       1. 透過剝奪 
       2. 帶著恐懼與自私 
       3. 來討自己喜悅 
 
III. 為何工作？ 
  A. 因為被神救贖（弗 2:1-10） 
       1. 被神服事 
       2. 在基督裡 
       3. 愛神也被神愛 
            a. 愛鄰舍如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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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回應&奉獻   

若您還沒有受洗成為基督徒，請不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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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禱 (會眾請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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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2021年八月份奉獻收入 

 上週 累計 

主日奉獻 3,650 15,450 

十一奉獻 4,000 33,263 

感恩奉獻 0 0 

其它奉獻  505 

收入總計  49,213 

1. 因應政府防疫降至第二級，教會主日恢復實體聚會。鼓勵大家都能來

教會聚會，與其他弟兄姊妹能有面對面的團契(在適當的防疫規範

下)，這也是基督徒跟隨主其中一個重要恩典的媒介。每次聚會人數

上限為30人，採Line群組上報名。 

2. 代禱：為阿富汗的基督徒，求主看顧，並賜力量使他們能在這艱難的

環境中，為主做見證；為在阿富汗許多無助和恐懼的人民禱告，求主

搭救憐憫他們。 

恩典山丘舊約讀經計畫 

請掃描 QR 碼 

下週8/29主日崇拜服事人員 

招待    

場地/影音 旻珊/清和 

講員 劉崇右 傳道 

領會 彭加樂 傳道 

司琴 彭加樂/宜芳 

下週聚會總覽 

星期三 20:00 鶯歌小組  暫停 

星期四 19:45 桃園小組  休息 

星期五 19:30 北大小組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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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