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8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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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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 

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榮耀的王是誰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 

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抬起！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 

   敬拜宣召            《詩篇2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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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桑/Vivi 

子鈞/若亞 

 / 旻珊 & 凱文 

 劉崇右 傳道  

曾   鏞 弟兄 

王怡晴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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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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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向祂百姓的心意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

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

去，都要成全。(馬太福音 5:17-18) 

耶穌基督的好消息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

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體軟

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做了

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

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羅馬書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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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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在痛苦中】 

證道經文：詩篇 22 

   牧禱 

   證道 

1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

的言語？ 
2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 
3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4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便解救他們。 
5 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倚靠你就不羞愧。 
6 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7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 
8 「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悅他，可

以搭救他吧！」 
9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裡，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10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裡，從我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11 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急難臨近了，沒有人幫助我。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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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在痛苦中】 

序：神聽什麼？ 

 

一. 思想神的聖潔 

 

 

 

 

二. 經歷神的同在 

 

 

 

 

 

三. 盼望神的公義 

 

13 牠們向我張口，好像抓撕吼叫的獅子。 
14 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心在我裡面如蠟熔化。 
15 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你將我安置在

死地的塵土中。 
16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17 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著眼看我。 
18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裡衣拈鬮。 
19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 
20 求你救我的靈魂脫離刀劍，救我的生命*脫離犬類！ 
21 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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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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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詩歌 ＊若您還沒有受洗成為基督徒，請不要奉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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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兩點召開擴大同工會，請主日有服事的弟兄姊妹留步參

加。 

2. 教會正在開始慈惠憐憫的事工，落實從主耶穌所受的命令：「愛

鄰舍如同自己」。因此，我們計畫成立「慈惠憐憫事工委員

會」，邀請有感動的弟兄姊妹加入。凡願意加入的人，須要參加

兩門讀書會課程：「慷慨的正義」和「機智的好撒瑪利亞人」

(When Helping Hurts)。請為此禱告。 

   家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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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聚會總覽 

奉
獻
收
入 

2
022

.-

八
月
份 

地點：恩典山丘 

     地點：宗翰&麗仙家 

     地點：恩典山丘 

地點：恩典山丘 

地點：恩典山丘  

   地點：四樓活動中心  

2022恩典山丘讀經計畫 

請掃描QR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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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晴/Victor 

瑾瑜/雍憲 

 / 清和&凱文 

 劉崇右 傳道  

彭加樂 傳道 

杜宜芳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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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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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禱告會(新城要理問答)  

 
主日 

奉獻 

十一 

奉獻 

感恩 

奉獻 

其他 

奉獻 

慈惠 

奉獻 

收入 

總計 

上週 3,520 24,550   15,700 43,770 

累計 9,680 41,650  18,672 15,700 8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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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reformed.tw@gmail.com 

電話：(02)8671-2852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義路3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