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2 月 13 日 

台灣改革宗長老會  
GRACE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主日崇拜週報  

星期日  上午11 :00 -12 :30  

認識聖經的渴望 

超乎尋常的禱告 

緊密相連的團契 

憐憫事工的實踐 

廣傳福音的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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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會奉耶穌的名，敞開她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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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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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求上帝的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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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滿是上

帝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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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是復活的主耶穌基督和祂的新婦教會的聯合。要藉著在

基督裡的信心領受餅和杯。如果你是基督徒但沒有和基督的肢體連

結,就是沒有真正積極的遵行基督給門徒們彼此相愛的命令,沒有積

極的參與教會的團契與崇拜。歡迎和教會長老詢問教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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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召>> 

如同聖潔的上帝透過許多的人，招聚祂的百姓來敬拜祂，在這裡我們透過祂的話

(聖經)，招聚祂用祂獨生子耶穌的生命買贖回來的人，在悔改和信靠福音中，領

受從天上而來的祝福。 

 

2.詩歌敬拜>> 

透過詩歌的歌詞與旋律，並伴隨著賜人生命的神的話語，使人轉向那位大而可

畏，滿有慈愛憐憫的神，並使人看見耶穌基督的榮美，促使人從內心發出對三一

神的敬拜。 

 

3.牧禱>> 

聖徒的禱告如同「盛滿了香的金爐」(啟5:8)。這些禱告藉著天上的金壇得到潔

淨，並且被天使「倒在地上」(啟8:5) 神透過神百姓的禱告，來施行祝福和審

判。 

 

4.證道>> 

聖經是上帝啟示自己與祂心意的文字紀錄。而講道就是解釋祂所啟示的話語，並

透過這話語，向聽道的人闡明上帝對他們的心意。 

 

5.聖餐>> 

透過聖餐，表明基督徒的生命與基督連結，並在生活中和上帝的子民合一，彼此

相愛，就知道主真實地與我們同在，在聖靈中享受主愛。 

 

6.回應&奉獻>> 

我們以感恩的心向我們的天父獻上尊榮祂的禮物，如孩子從父母親領受了錢財，

卻將它換作禮物來獻給父母。奉獻並不是一時的感動，而是一種喜樂的敬拜。 

 

7.信仰告白&祝禱>> 

信仰告白幫助我們認真思考我們信仰中不可改變的核心部分，使我們不致於落入

上帝所沒有為我們應許的錯謬中，也可以讓我們被提醒整全的福音所帶給我們的

好處。並透過牧者宣告神在聖經中給我們的應許，堅固我們的信心。 

 

8.家事報告>> 

家事報告向會眾見證福音進展的重要性。不只是宣佈教會近期的聚會和活動，更

是要透過推介和鼓勵會眾為福音進展禱告，並且能積極參與，得以在其中與神相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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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做王！願地快樂，願眾海島歡喜！ 

密雲和幽暗在他的四圍，公義和公平是他寶座的根基。 

有烈火在他前頭行，燒滅他四圍的敵人。 

他的閃電光照世界，大地看見便震動。 

諸山見耶和華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蠟。 

諸天表明他的公義，萬民看見他的榮耀。 

願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虛無之神自誇的，都蒙羞愧。 

萬神哪，你們都當拜他！ 

   敬拜宣召            《詩篇97：1-7 》 

今日服事人員 

招待（活動中心） 

招待（大義路33號） 

場地＆影音 

講員 

領會 

司琴 

子鈞 / 若亞  

Samuel / Dora 

旻珊 / 清和 

劉崇右 傳道 

彭加樂 傳道 

杜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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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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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4：7-10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的是

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

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得前書 3：17–18；4：1-2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因基督也

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

按著肉體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

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

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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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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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子的降臨】 

證道經文：馬太福音23:37–24:35 

   牧禱 

   證道 

37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

你這裡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

下，只是你們不願意。38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39 我告訴你

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

頌的！』」 1 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

看。2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

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

門徒暗暗地來，說：「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

末了有什麼預兆呢？」4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

們。5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

多人。6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

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7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

荒、地震，8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9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

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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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的降臨】 

1. 本屬於人子 

2. 卻對抗人子 

3. 盼望於人子 

4. 受教於人子 

10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11 且有好些假先

知起來，迷惑多人。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13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

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

的人須要會意——16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17 在房上的，不要

下來拿家裡的東西；18 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19 當那些日子，懷

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20 「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

冬天或是安息日。21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

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22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

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23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

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24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

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25 看哪，我預

先告訴你們了！26 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裡』，你們不要出

去；或說『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27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

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28 屍首在哪裡，鷹也必聚在那裡。 
29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

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30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

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31 他

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

招聚了來。32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33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

了，正在門口了。34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

就。35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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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聖餐時也可以作以下的禱告:  

 

 「主耶穌你呼召我跟隨你,藉著洗禮,分別為聖做你的子民,並

透過教會一生作你的門徒,請應允我在生活中和你的子民合一,在你

的靈裡享受富足,阿們。」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們很歡迎你來到我們當中一起參與敬

拜,我們並不排外,也希望很快能一起和為罪人流血的上帝的兒子,同

享這神聖的聯合,我們鼓勵你將信心放在耶穌裡,並於會後和朋友討

論如何成為基督徒。請先不要領聖餐,但可以這樣禱告:  

「天父上帝,我今日放棄靠自己的力量進天國、放棄自以為義,請給

我信心,仰賴你完美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犧牲,成為我的赦罪、公義和

永生,阿們。」  

 願意進入上帝的國的人,聖餐是一個預嚐上帝恩典的獨特機

會,當你憑信心擘餅領杯,你可以確信上帝正在你的生命裡做工,你因

著基督的生命得著更新。聖餐-就像上帝的話,是成聖的要素,以下是

領聖餐時可作的禱告:  

 「天父,我很軟弱,我的心仍舊與罪爭戰,我的信心小卻需求

大,請用餅和杯確認我內心那超自然、對天國的盼望,在基督的這個

饗宴裡,餵養我的信心和靈魂。」  

   聖餐禮(本週無聖餐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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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還沒有受洗成為基督徒，請不要奉獻＊ 

   回應詩歌與奉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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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 

   祝禱  

 

1. 下週主日會邀請Tim Mountfort 牧師來證道和主禮聖餐，崇拜後

會有愛宴。 

2. 新約讀經計畫已經重新開始，大家可以一起跟著進度讀。 

3. 三月份將開設「加入恩典山丘(慕道受洗)」班，請願意轉會的弟

兄姊妹，以及對基督教信仰想要認識或是接受相信的人，都可以

報名參加。確切上課日期擇日再公佈。 

4. 為即將在上閣築社區要開始的英文課程代禱。 

   家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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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聚會總覽 

週三 19:30 北大小組(二) 

週四 19:30 桃園小組 

週五 19:30 城林小組 

週六 11:00 北大小組(一) 

週日 10:00 向孩子傳福音 

週日 14:00-15:30  
「小心魔鬼很聰明」讀書會 

上週 

奉
獻
收
入 

2
022

.-

二
月
份 

主日  

 奉獻

累計 

其他 

 奉獻

收入  

 總計

2022恩典山丘讀經計畫 

請掃描QR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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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宏 / 霈恩  

都桑 / Vivi 

旻珊 / 清和&凱文 

 Tim Mountfort 牧師  

劉崇右 傳道 

王怡晴 

招待（活動中心） 

招待（大義路33號） 

場地/影音 

講員 

領會 

司琴 

崇
拜
服
事
人
員 

下
週
主
日 

4,750  

十一 

 奉獻

24,600 

24,600 

感恩 

 奉獻 

3,500 

3,500 32,850 4,750 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地點：恩典山丘  

  地點：恩典山丘二樓  



  

 

E-Mail: reformed.tw@gmail.com 

電話：(02)8671-2852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義路3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