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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敬拜程序 
敬 拜： ---------------------  ---------------------- 神話樂團 

※如要奉獻，請自行將奉獻投入主堂後面的奉獻箱 

要將十分之一奉獻給神(瑪 3:10)，並且是甘心樂意(林後 9:7) 

報  告： ---------------------  -----------------    葉素珠姊妹 

講  道： -------- 別讓神的恩典空轉(太 20:1-16) ---    黃銀成牧師 

回  應： ---------------------  ---------------------- 神話樂團 

祝 禱： ---------------------  -------------------- 黃銀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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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
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我們的主；因著聖靈成孕，從童女馬
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
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 下
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升天
後，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
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徒
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
生。阿門。 

 
※教會財務報告： 

 (1)上週奉獻明細  (如需要奉獻編號者，請找金英姊，謝謝!) 

※主日奉獻：2150 
※什一奉獻：[#37]4000、[#36]6000、[#141]3000、[#164]4000、[#149]1000、

[#1082]3000 

※感恩奉獻： [#158]9000、[#149]500、[#主知名]2000 
【保羅基金】(註)  
（保羅基金今年目標：10 萬元） 

【教會建堂基金】  
（目前累計:162846 元）    

※註：保羅基金為提供肢體裝備、訓練、短宣等屬靈事工，今年上、下半年度的預算各為五萬元，共

計十萬元，請弟兄姊妹奉獻、支持。 
 

(2)2月財務報告：(製表：金英姊)    

收入 支出 餘絀 銀行存款(含現金) 定存 教會總餘款 

215,345 169,446 45,899 893,496 500,000 1,393,496 

※我們教會的原則：不推銷、不借貸、不談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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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行政 

1、 歡迎新朋友、弟兄姊妹全家一同來參加主日禮拜，願神施恩賜福。 

2、 三月份的壽星有：莊媽、惠庭、詩苡、沛琳、蔡敏、政凱等人，請

值月執事主持慶生。 

3、 二月份會計資料已刊登在第二頁，請關心、代禱。 

◎事工 

4、 教會將於 3 月 28 日主日進行教會一年一度的「敬祖思親主日」，如

弟兄姊妹要紀念親人，請在招待桌上自行修改或增加。 

5、 教會將訂於復活節 4 月 4 日舉行洗禮，如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請向

牧師或是惠恬報名，並安排上基要真理課程。 

6、 【初階日語班招生】《日語「從零」出發》日語發音班招生，7 人即

開課，開課日期自 3 月 19 日起至 6 月 4 日每週五 9:30-11:00(共 12

堂)，地點：竹南聖教會，需繳交教材費 250 元&保證金 500 元（全

勤者保證金將於課程結束後退回）。 

◎媒體 

7、 教會週刊長期徵求見證、靈修、分享、新詩等文章，歡迎弟兄姊妹

投稿，可將文稿寄至教會電子郵件：tcchc.org@gmail.com。 

◎牧養 

8、 教會訂於 4 月 9 日起每週五晚上 7:30 有《靈命成長》課程，共 12

堂課，如要上課，請在招待桌上登記報名。 

9、 教會預定於 4 月 4 日復活節當天舉行洗禮，如欲受洗者，請向行政

同工報名，並安排《基要真理》課程。 

10、 三月份靈修書「活潑的生命」已經來了，可向招待同工購買。讓

神的兒女天天讀經、領受神的話語，本週讀經進度列在下面。 

 

【讀經進度】 

03/07(日) 

03/08(一) 

03/09(二) 

03/10(三) 

03/11(四) 

03/12(五) 

03/13(六) 

03/14(日) 

靈修：太 21:12～22 

靈修：太 21:23～32 

靈修：太 21:33～46 

靈修：太 22:1～14 

靈修：太 22:15～22 

靈修：太 22:23～33 

靈修：太 22:34～46 

靈修：太 23:1～12  

由教會錄製每日的靈修分

享，可至教會 youtube，或

至下方 Qrcode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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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道】          在安息中重新得力 
──重新檢視安息日的 5 個屬靈意義 

 

主講◎黃銀成牧師 

整理◎趙芳芳姊妹 

經文：馬太福音 12 章 1-21 節 

 

我們很需要安息！今天我們守的是主日就是

禮拜天，舊約中守的是週末的最後一天(星期

六)，但新約之後就改變了這個次序。為什麼

呢？因為過去的安息日是記念上帝創造的安息之

工，所以這列在十誡中的第四誡。 

然而新約之後，我們看見門徒的聚集是在 7

天的第一天，所以每一次門徒的聚會就成為了主日的聚會。今天我們在

檢視一個人是不是敬虔的基督徒？或是能為主作見證、發光作鹽的很重

要的那把尺就是你有沒有守主日。因此主日就成為了基督徒的生活中很

重要的一環！ 

假若你沒有守主日可能就會被貼標籤：你怎麼不愛主？我們就會用

希伯來書中的經文去勸勉那些停止聚會的人，因為我們對於主日聚會是

非常看重的。然而去年因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以致於聚會的型態有

些的改變！包括美國直到如今仍舊沒有辦法聚會。 

2020 年的疫情也改變了我們聚會的模式與方向，因此要如何去重

新定義安息日？你有沒有來聚會是不是能夠代表你的敬虔程度？有個基

督徒作家利亞馬汀她提出敬虔人所需要具備的 7 件事： 

1.敬虔的人會誠實待人 

2.敬虔的人性格會謙卑 

3.敬虔的人會信守承諾 

4.敬虔的人懂得付出愛 

5.敬虔的人懂得要悔改 

6.敬虔的人會學習饒恕 

本信息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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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敬虔的人會忠於信仰 

如果敬虔不再是用主日聚會來定義，那我們就必須要反省的是：該

如何看待安息日！這件事情。聖經中的十誡告訴我們這件事是非常的重

要。 

十誡的前四誡是人對神的關係：1.不可有別的神 2.不可雕刻偶像 3.

不可妄稱主名 4.守安息日為聖 

對人六誡：5.孝敬父母 6.不可殺人 7.不可姦淫 8.不可偷盜 9.不可作

假 10.不可貪婪 

這就是十字架的路！直的路是跟神的關係，橫的就是人與人的關

係。在舊約時代對安息日非常看重，甚至於勝過前面幾誡，出埃及記

31:14 也提到：所以你們要守安息日，以為聖日，凡干犯這日的，必要

把他治死。凡在這日作工的，必從民中剪除。「治死」、「剪除」這些都

是非常強烈的字眼，猶太人謹守這條誡命直到如今。 

以色列至今禮拜五的黃昏時刻，只要是猶太人生活的地方街上空盪

盪如同死城，他們準備要來謹守安息日。他們的嚴謹程度已經完全跟上

帝當時原來的心意不一樣了，因為他們過度的解讀安息日。今天早上我

們要來思想：什麼是安息日？ 

如果今天突然放了颱風假你會有什麼打算？一般人大概會有兩個作

法，不過這兩個作法不一定是對的。 

面對安息日的二個錯誤態度： 

一.安排活動：把你的空檔補滿，打掃或安排旅遊。 

二.更多休息：睡到自然醒。 

這是兩個極端，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也可能是我們面對安息日或

是主日錯誤的態度。我太忙了，許多的工作尚未完成，如果不利用這個

休息時間來完成我那有那麼多時間？或是天氣如此美好，應該用來帶家

人出遊…等等。我們讓我們的時間充滿在其中！同時我們會覺得應該要

好好休息，躺在床上什麼都不要動、不要想那該有多好！但是這兩件事

都不是安息日所要帶給你的。 

希伯來書的作者提出了當我們要守安息日時，這三個安息是很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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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後的安息：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

一切的工。」(希伯來書 4 章 4 節) 

離開曠野的安息：又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希

伯來書 4 章 5 節) 

與神同在的安息：這樣看來，必另有一種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

存留。(希伯來書 4 章 9 節) 

你稍微注意看這裡指的就是靈魂體的安息！什麼叫工作之後的安

息？就是每一天下班之後舒服的躺在床上這就是安息。好好的休息就是

安息！這是身體上的安息。第二種是魂的安息，是情緒、情感意志上的

安息，當每一次在你人生的風暴當中，你想到這事就擔心流淚、嘆息，

這就是不得安息。 

這裡也告訴我們曠野的日子久了之後，要進入迦南美地、流奶與蜜

之處，那是情緒與魂的安息。最後靈的安息是你與神的同在、平靜安

穩，這是靈裡面的安息。神給我們的是靈、魂、體的安息！如果是這

樣，上帝給的安息是那麼的豐富。 

因此當我們面對安息的時候，要怎麼樣能夠進入到「屬靈生命中的

安息」才能夠重新得力呢？馬太福音中告訴我們有幾個很重要的核心：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

吃。(太 12:1) 

「門徒肚子餓了經過麥田就掐起麥穗來吃」請問這個動作可以嗎？

事實上這是個恩慈的條例，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根據申命記 23:35：

你進了鄰舍站著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鐮刀割取禾稼。

但是法利賽人看到門徒這樣做就有意見了！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

了。(太 12:2) 

捏麥穗來吃這個動作沒問題，但是尷尬點就在安息日！因為安息日

什麼工都不可作。安息日連吃飯都不行？這是什麼規定？法利賽人非常

的狡猾，對神的律法完全錯誤的解釋，以致於他們活在捆綁之中。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作的事，

你們沒有念過麼？他怎麼進了神的殿，吃了陳設餅，這餅不是他和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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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可以吃得，唯獨祭司才可以喫。(太 12:3-4) 

1.人的需求：安息日是滿足人的需求(v1-4) 

安息日的第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是滿足人的需要！日子是為人預備

的。華人的文化當中有一本書「黃曆」華人受到這本書的影響，今天可

做這個、不可做那個，人被捆綁的很嚴重。當我們成為基督徒後也有一

本冊子「記事本」是我自己可以決定要不要做這、做那…因為日日是好

日。 

耶穌給我們的日子就是好日，所以耶穌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由

耶穌來掌控任何的日子！人不是為了日子預備，而是日子是為人所預備

的。所以每一個日子都是好的！安息日是為了讓人去享受、滿足的。 

耶穌舉了大衛尚未當王前在逃難的日子為例，大衛沒有經過祭司的

允許就吃了獻祭用的陳設餅。根據律法的規定陳設餅是由祭司來更換，

並且只有祭司才能吃。耶穌提出這個例子說：你們既然那麼尊崇大衛，

他在你們的文化中是那麼了不起的國王，如果是這樣！他在肚子飢餓時

作了看似不該作的事，但上帝卻沒有責罰他。 

神永遠是看重人的需要！安息日守主日不是一個律法，而是神要我

們享受在其中。安息日是神的恩典，是滿足人的需求。 

再者，律法上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裡犯了安息日，還是沒

有罪，你們沒有念過麼？(太 12:5) 

耶穌第二件事是要挑戰他們：安息日時誰最忙？是祭司。祭司要牽

牛羊，在獻祭之前非常忙碌的準備工作，他服事神有犯安息日嗎？因此

第二件事很重要： 

2.享受服事：安息是享受於服事中(v5) 

安息日是為了享受在服事之中！服事誰呢？就是服事神、服事人。

當親戚朋友、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時候，你陪著他走人生中的一、二哩

路，神就悅納。就好像這些祭司忙碌於獻祭這些瑣碎事情的時候，你陪

他走，這是一個恩典、服事，千萬不要成為僵化。 

以色列人對於安息日過度的膨脹，以致於錯解了安息日的意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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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當以色列建國沒有多久，他們面對各種不同的爭戰，南有埃及北有

敘利亞，甚至於好幾次的以、阿戰爭…等等。敵人最喜歡選擇安息日來

作戰，因為他們什麼工都不可作。在羅馬帝國時期、兩約之間都遇過這

樣的事情。 

安息日的意思不是什麼工都不可作，安息日的目的乃在服事，享受

服事！服事神、服事人，不要覺得什麼工都不可作而冷漠以對。有一年

風災非常嚴重，在南投發生土石流，風雨交加的夜晚過後剛好是主日，

整個村莊滿目瘡痍，教會要聚會嗎？牧師馬上告訴弟兄姐妹：今日的聚

會只有一個行動就是去服事鄰舍，幫助他們恢復家園。 

我們必須要有很深的認識，安息日不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一個事

奉。教會這些年中，特別是今年我們準備要「福音行動」如果那裡需要

福音，你去陪他走那一、二哩路，都是非常的美好。現在我越發的體會

到神要我們做的事不會高過我們的難處，如果用眼睛看什麼都是難處，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但是這是誰在做呢？是神！是神在成就。所以服事

神、服事人這件事都是非常的美好，不要把安息日框在只有主日聚會裡

面。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

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賽 30:15) 

這是神給的應許！透過神我們可以重新得力、重新出發、重新安

息，可是以色列人卻「竟自不肯」。這是神的憐憫與恩典。 

3.神的恩典：安息是神給人的恩典(v6-7;10-13) 

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裡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

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太

12:6-7) 

那裡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

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安息日掉在坑

裡，不把他抓住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

可以的。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和那隻

手一樣。(太 1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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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這裡沒有作任何的動作，只是說：伸出手來。就醫治了那手

枯乾的人，耶穌的焦點不在於「工」而是在於「恩典」。安息日是神給

人的恩典，因為神愛我們！所以耶穌願意冒著被法利賽人控告的危險，

這是因為耶穌的愛。 

一開始講到「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祭祀是人給神的！你的

奉獻、敬拜、聚會，廣義來看都叫祭祀。憐恤則是神給人的！神樂意給

我們更多的祝福、豐富的恩典。但是關於我們給神的這件事，神豈是需

要人給祂奉獻？神不是不希罕，神當然也愛，但不是一直巴著你要給

祂，這個邏輯很重要。 

神看重你的心意，還記得寡婦的兩個小錢嗎？神悅納。神悅納你的

奉獻、敬拜、服事，祂都喜悅！可是這裡講到的是那種反差，不是因為

你服事神所以神喜悅你，而是神本來就喜悅你而且願意將憐憫賜給你，

所以這是神的恩典。安息日就是經歷神的恩典，每一次來到主的面前就

是來經歷神的恩典，因為神喜悅你這麼做。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 12:8) 

所以耶穌比安息日更大！耶穌也說：他比聖殿更大。因為祂就是

神！這裡講到：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太 12:14)這

是一個反差，耶穌愛這群人因此醫治了這個手枯乾的人，但法利賽人看

見後卻是商議要如何除滅耶穌。 

4.得著自由：安息是得著真正的自由(v8;14) 

安息日是給我們自由的！不要被捆綁。什麼是自由？因為耶穌說：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穌要來釋放我們，讓我們得著自由，但是有一群

人不得自由，那群人就是法利賽人，這群人對耶穌極其不友善。求神幫

助我們每一次來到主的面前，讓我們知道要得著真正的自由。 

被捆綁的上帝要釋放。你有過不去的關卡嗎？透過安息日主要釋放

你，讓你得著完全的真自由。 

5.轉向耶穌：安息是焦點轉向耶穌(v17-21)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看哪！我的僕人，我揀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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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心裡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要將公理傳給外邦。

他不競爭，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

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外邦人都要

仰望他的名。」(太 12:17-21) 

這是以賽亞書的經文，也是預言耶穌的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文，安息

日的最後一個屬靈意義就是：要把焦點轉向耶穌。因著我們的生命很多

時候是壓傷的蘆葦、將殘的燈火，但是儘管如此，這裡有一個應許：等

祂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 

你委屈、難過嗎？你覺得好像忿忿不平嗎？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

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當我們在敬拜的時候如果沒有把焦點對準

耶穌，安息日完全是徒然的！所以要學習把焦點轉向神。這整段經文都

是在預言耶穌，因為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你、我都是外邦人，但是藉著神恩典的緣故你、我都要仰望祂！因

此要把焦點轉向耶穌。我們的敬拜、事奉，在主裡面領受恩典，如果我

們沒有轉向耶穌安息日全然都是徒勞無功的。 

今天所分享的安息的 5 個屬靈意義： 

1.安息是滿足人的需要 

2.安息是享受於服事中 

3.安息是神給人的恩典 

4.安息是得著真正自由 

5.安息是焦點轉向耶穌 

讓我們每一次來到神的面前，謹守主日之時學習去調整自己的態

度，這世代太有多的混亂，我們喜歡休息、安歇不是嗎？但是真正的安

息假若沒有在主裡面會更加的愁苦、煩躁，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

以到我這裡來，我就必使他們得著安息。是的！主耶穌就是那讓我們完

全得著安息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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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道筆記】 

題目：別讓神的恩典空轉──用這 5 件事帶你再次走進神的恩典 

經文：太 20:1-16 

 

 

三、用祝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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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月執事 
3 月、4 月：豆鳳美、趙芳芳 

 

日期 講  員 司  會 敬  拜 二樓招待     一樓招 待 備  註 

03/07 黃銀成 陳金英 神話樂團 
徐穗芳 

戴瑞鳳 

黃盟裁 

劉國政 
慶生、聖餐 

03/14 黃銀成 黃盟裁 神話樂團 
豆鳳琴 

豆玉嬌 

林晉甫 

林昱彤 
 

03/21 黃銀成 許素琴 神話樂團 
林麗華 

李麗美 

葉瑞全 

王長富 
 

03/28 黃銀成 葉素珠 神話樂團 
黃潔聆 

郭卉婷 

豆鳳琴 

豆玉嬌 
敬祖思親主日 

    
  

 

 

 
   

  
 

聚會名稱 時間 地點 上週人數 備註 

主日敬拜 日 上午 09:30 2F 主堂 40 人 

56 人 

所有人 

兒童牧區 日 上午 09:30 B1 教室 10 人 幼幼班至小五 

青少牧區 日 上午 09:30 1F 副堂 6 人 小六至高中 

2活潑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8 人 小組長：惠恬 

以斯帖小組 二 早上 09:30 1F 副堂 6 人 小組長：鳳美 

2蒙恩小組 五 晚上 07:30 1F 副堂 ── 小組長：卉婷 

2嗎哪小組 由小組決定 苗栗 ── 小組長：鳳玲 

2得力小組 由小組決定 頭份  ── 小組長：鳳琴 

禱告會 三 晚上 07:30 1F 副堂  所有人皆可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