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今天第一次來本會參與禮拜的兄姐，請您們留下聯絡通訊資料（電話、E-mail、
住址等）以利往後分享與代禱聯繫，願上帝賜福、保守您們！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主日(8/19)為「教會與社會奉獻主日」
，由水湳教會林世杰牧師前來本會請安、
報告並主禮一、二堂禮拜。本會耿明德牧師前往大里教會講道並請安報告。
2. ★本會於 9 月 7 日(五)19:10~21:00 邀請胡忠銘牧師舉行「培靈會」。 9 月 14 日
(五)~11 月 2 日(五)19:10~21:10 舉行「門徒訓練裝備課程–四福音書研讀&保羅這
個人」，講師：王崇堯牧師、鄧開福牧師、曾昌發牧師，請兄姐踴躍參加。
3. ★「東京奧運正名」、「愛家三公投」連署活動，有意參加的兄姐，請至 1 樓公佈
欄拿取連署書填寫後，8 月 23 日前繳交至辦公室。
4. 本會紀念設教 120 週年，擬開始啓用新聖詩。因總會聖詩編輯委員尚未修編定案，
仍可繼續至辦公室登記並繳費（硬皮$290/本，軟皮金邊$350/本，每戶補助$200）。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本日(8/19)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請參加下面第二項家庭團契的活動。
二、家庭團契（會長：何啓光執事）
本主日(8/19)禮拜後 10:40 邀請「臺中市清心社區福祉發展協會」，至本會演出預
防失智症短劇，地點：1F 松年會館，歡迎弟兄姐妹踴躍參加！
三、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本日(8/19)舉行八月份月例會，聚會內容：
「通達人步步謹慎」–法律常識報你知！
時間：上午十點半，地點：2F 長執會議室。
講師：劉雅玲執事，司會：羅寶玉副會長。精彩實用的內容，歡迎兄姐們參加！
四、少年團契（會長：楊君贊同學）
訂於 8 月 25 日(六)16:00～18:30 在教會舉辦迎新送舊活動，安排了一連串的解謎
挑戰活動，邀請主日學升級至國中的新朋友一起參與。另晚間聚會時間 18:30～
20:00 將接續舉辦慶生會。
五、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1. 松年大學訂 9 月 4 日(二)上午 09:30 舉行 2018 學年度上學期開學感恩禮拜，
主禮：陳祐陞牧師，請兄姐踴躍參加並代禱。
2. 上課時間：9 月 4 日至 12 月 19 日，每週二、三上午 09:00~11:45，
內容：信仰與人生、醫藥保健常識、美術、書法、自然生態講座、歌唱等。
報名請洽曾青美幹事、廖寶蓮長老、盧金梅執事。
六、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圖書館徵志工 1~2 名，值班時間：週六上午 9 點~12 點、 週六中午 12 點~2 點，
意者請向圖書館組或辦公室報名。
七、總務委員會電器設備組（組長：賴信旭執事）
古蹟教堂音響操作訓練，時間：8 月 25 日上午 9 點 30 分~12 點。請同工、有興
趣的兄姐一起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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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上週探訪：林增吉&蔣雅夫婦、陳忠信&陳黃賢嫺夫婦。
九、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
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友
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十、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庶務部訂 9 月 8 日(六)09:30 舉行庶務人員訓練會，地點：草屯教會。
2. 健行教會訂 8 月 19 日下午 3 點，舉行甘淑惠牧師就任第 2 任牧師授職感恩禮拜。
3.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行長執訓練會，時間：8 月 19 日(日)下午 2~5 點，地點：豐
原教會，講員：鄭國展牧師，講題：1.牧師與信徒牧養倫理。2.領導者（長執）
對法規、教制應有的認知。費用：200 元(含便當)，8 月 17 日前向辦公室報名。
＊代禱事項＊
1. 為今年度培靈會 9 月 7 日晚上 7:10~9:00 講師–胡忠銘牧師代禱，期盼有較多
兄姐來參加。
2. 為 9 月 14 日~11 月 2 日門徒訓練課程講師–王崇堯院長、鄧開福牧師、曾昌發
牧師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
莊水發兄、陳朱碧琴姐、許瑞源長老、蔡串煉兄。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lán nā chhî-siú khí-thâu ê chhim sìn, kian-kò͘ kàu lō͘-bé, chiū ū hūn tī Ki-tok.
(Hi-pek-lâi 3:14)
(台語)因為咱若持守起頭的深信，堅固到路尾，就有份佇基督。（希伯來 3:14）
(華語)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希伯來 3:14）
＊下週金句＊
雅各 2:2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8/25)由顏姿叡執事分享，請弟
兄姐妹參加週六上午 08:10 禱告會，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8/19(日)
書
22 章

8/20(一)
書
23-24 章

8/21(二)
羅
1-2 章

8/22(三)
羅
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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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四)
羅
4章

8/24(五)
羅
5-6 章

8/25(六)
羅
7章

＊週間聚會＊
鼓勵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上 8 時之週間禮拜。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19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6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0 人

四

暑假休息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4 人

＊下週主日、週間禮拜經課表＊
每週主日 08:50、主日第二堂 10:25 及每週三晚間 07:50 禮拜前禱告會，請司禮、
司獻、領詩、司琴及聖歌隊同工一同在 2F 練唱室、古蹟禮拜堂 1F 祈禱室集合，
請主禮牧師帶領禮拜前禱告。
聚會場次

日期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8/26

陳祐陞

蒙福的家庭(二)

創47:7~10、
創48:1~7、
創49:22~26

4

462
267
511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8/26

陳祐陞

蒙福的家庭(二)

同上

-

-

同上

8/29

陳正雄

認罪．悔改

撒母耳記下
11:26~12:13

13

376、469、509

同上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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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你累了嗎？】

賽 30:15~17、太 11:28~30

耿明德牧師 2018/8/12

弟兄姐妹平安。感謝上帝，祂看顧我們每一天的生活，帶領我們能在安息聖日，
來到祂的面前敬拜祂，聽祂的話語，幫助我們在生活當中，照祂的話去做，走在祂的
道路上不偏左右。
不知各位是否常看電視？在電視廣告中，常常會看到一句台詞：
「你，累了嗎」？
這是一個「提神飲料的廣告」
，相信許多人看到這一系列廣告，都會覺得這個廣告拍得
很有趣。我今天不是要替他們打廣告。但是，
「你，累了嗎」？雖然只是一句廣告台詞，
卻是道出了現代人的心聲。弟兄姐妹：「你，累了嗎」？
有一天，老師上國語課時，出了一篇家庭作業，要班上每位小朋友練習當小記者，
回家訪問自己的爸爸，寫下他們的三個願望。小明回到家，盼呀盼，終於等到爸爸下
班回來。吃過晚飯就向爸爸說明這項作業，然後就開始訪問起爸爸了。小明充滿期待，
興奮的問：
「爸爸，請問您的第一個願望是什麼？」問完後就專注地看著他的爸爸，希
望能聽到一個了不起的答案。爸爸思考了一下，就說：
「希望能吃得下。」小明以為自
己聽錯了，再次詢問確定後大叫一聲：
「爸！這算什麼答案呀！這個願望太平凡了，能
不能換一個啊？」爸爸說：
「小明，你現在是記者，不能對被訪問人的答案有意見，被
訪問的人說什麼，你都要清清楚楚真實地記下來，才是一個好記者呀！」小明只好心
不甘情不願的寫下：爸爸的第一個願望是「吃得下」。小明再次提起精神問：「爸爸，
那您的第二個願望是什麼呢？」爸爸回答說：「睡得著。」小明急了：「爸！同學的爸
爸一定會幫他們拿好成績，你這樣的答案一定會害我挨老師罵啦！」爸爸再一次告訴
他做記者的規範。小明很灰心，只好期待爸爸第三個願望能讓人滿意，結果爸爸竟然
回答他：「希望笑得開心。」小明非常不高興，說：「爸，你這種答案會讓我變成全班
同學的笑柄啦！」小明快哭了，爸爸只好叫他去問媽媽，看他媽媽怎麼說。只見小明
乘興而去，敗興而歸，在作業單上自動的寫下爸爸的第三個願望：希望「笑得開心。」
因為媽媽的回答竟然跟爸爸是一樣的。爸爸看小明不高興，就跟他說：
「要不然你可以
在作業單寫下自己的看法呀！」小明最後寫著：
「我的爸爸回家就是吃飯，睡覺時打呼
聲音很大，他不是很有錢，但是我們家常充滿笑聲。爸爸很愛我，我也愛他。」第二
天，爸爸一回家就問小明，昨天的小記者作業得到幾分。小明回答：「98 分，全班最
高分，老師還說，師丈最近工作不順利，所以吃不下、睡不著、也笑的不開心。」
吃得下、睡得著、笑得很開心。聽起來好像很平凡、很容易，根本不算什麼，但
是，真的那麼簡單嗎？真的不算什麼嗎？各位，我們可以捫心自問，你常常是「吃得
下、睡得著、笑得很開心」嗎？
人人都希望自己或是家裡的人，書讀得好、讀好學校，有成就，事業成功、飛黃
騰達。為了要達到內心的願望，就不斷努力、打拼，用盡心機、拼死拼活，不敢懈怠，
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各位：「你，累了嗎」？
我們依靠自己的能力、聰明、才智，依靠世上所有的資源，卻是忽略了最重要的
部分，就是依靠那揀選我們，賞賜我們一切的神。我們常常照著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靠著自己所有的去爭取，親愛的弟兄姐妹，你什麼時候才願意放下自己所想要依靠的
一切，回頭依靠你所信的上帝呢？上帝很早很早之前就提醒了我們：
『你們得救是在乎
歸回安息；你們得力是在乎平靜安穩』。但是，你們竟然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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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此的境況並不是現代人才會如此，古代的以色列人早就是這樣了。所以，
耶和華上帝在當時，就已經提醒過祂所揀選的百姓。如此的提醒，也在現今的世代不
斷提醒著祂所揀選的我們。當初，猶太王國為了想要擁有自己的勢力，不想再受到強
權亞述帝國的壓迫與挾制，就放棄了與他們立約的上帝，不再倚靠祂的幫助，反而去
和南方強大的埃及結盟，一起對抗強大的亞述帝國。猶太王希西家以為與埃及聯盟，
在軍事上就能解決亞述侵略的問題，就能打敗亞述帝國，享受自由的生活。然而，先
知以賽亞卻是提醒希西家：只有信靠耶和華上帝，才能得到力量，只有安息在上帝的
懷裡，才有得救的機會。誰知道，希西家根本不願意聽從，他憑著自己的想法，要去
得到解脫。因此，耶和華上帝就藉著先知以賽亞告訴他們：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
如此說：你們得救是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是在乎平靜安穩；但你們竟然不肯」
。
「你
們不只不願意聽上帝的話，還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奔走」
。
既然如此，上帝說：你們必然奔走；因為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一人叱喝，必令千
人逃跑；五人叱喝，你們都必逃跑；以致所剩下的，好像山頂上的旗杆，岡上的大旗。
結果，亞述的皇帝西拿基立真的率軍打敗了埃及聯軍，也打敗了猶太王國。這完
全應驗以賽亞對希西家王的譴責。譴責猶太國背叛創造他們的主，譴責他們將上帝擱
置在旁。反而去依靠那無法幫助他們，也難以讓他們得到利益的埃及，那之前奴役過
以色列的國家。弟兄姐妹，你是否從今天所讀的經文當中，得到聖靈的提醒嗎？
我們若是往前看以賽亞書 28：14-22 節，先知以賽亞在這段經文中，已經做了很
好的比較。一個是「與死亡立約；與陰間結盟（28：15）」。另一個則是「神所建立的
根基（28：16）」。以賽亞說：第一個是不可靠的，因為它的本質是虛假，因此是不可
信的，也是脆弱和容易受到破壞的。這就像是大人蓋小孩的被子，需要覆蓋的部分卻
是得不到遮蓋。因此，那些信靠這根基的人，是無法找到避難所和藏身之處的。至於
上帝所立的根基卻是可靠的，因為它是一個穩固的根基，是用經過考驗的石頭所建立
的，是可以抵擋逆境的。
各位，上帝已經藉著先知提醒我們，這個穩固的根基不是外邦的國家，這個穩固
的根基是耶和華我們的神。若要尋得這穩固的根基，不是跑到外面去尋找，不是在這
個世界中尋找，而是要回轉歸向上帝。先知以賽亞在此提醒：真正的信靠不是與這個
世界「結盟」
，真正的信靠是完全「倚靠」主。而且，所有對於外邦的依靠，都是不可
靠的根基。因此，與他們結盟的，只會走上滅亡的道路。
我們要注意一件事，當我們讀和合本聖經「歸回安息」的時候，可能會產生錯覺，
以為「歸回」與「安息」是一句話，是同一個動作。但是，如此理解其實是錯誤的。
因為在希伯來聖經當中，「歸回」、「安息」是兩個分開的字，而且兩個攏是名詞。「歸
回」的意思是「轉向」
，或是「回歸」
。
「安息」是安靜、等候的意思。至於「安穩」的
意義是信靠。也就是說，「歸回」上帝，為的是要藉著信靠祂而得到「安穩」。
另外，我們要注意，這節經文與「退修」、「休息」完全不同。這節經文不是鼓勵
我們「退修」，或者從事奉中退下來。這節經文所講的是「安息」，不是要我們放下一
切。
「安息」
，是要我們安穩的在上帝的懷中安靜、等候。至於「得力」
，也不是指在事
奉上得著力量。
「得力」所指的乃是，在面對危難之時，所得到的力量。因此，當我們
詳細讀這節經文的時候，就會發現，這節經文其實是與「依靠上帝」有關係，它指出
一個真正依靠神的人，在面對危難之時應該要有何種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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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依靠上帝的第一個表現就是「歸回」
。這是以賽亞對以色列人的
呼籲，呼籲這些以色列人要從埃及「歸回」
；要從種種關於對人、對這個世界的倚靠，
「轉向」倚靠上帝，
「歸回」創造他們、揀選他們的神。在任何時候，都要承認只有耶
和華上帝才是救恩和力量的源頭（12：2）
、只有祂才是真正的「靠山」
（31：2）
、只有
祂才能帶來真正的拯救（31：4-7）。只有耶和華是值得信賴，因為除祂以外，再沒有
別的神。
弟兄姐妹，現今的我們是活在功利主義掛帥的世代，每一天都會有大大小小的事
圍繞在我們身邊，也有許多需要忙碌的事纏繞著我們，那，我們要如何得到安息呢？
我想，我們若是要得到安息，就需要調整自己對「生命」的觀念。也就是說，在我們
的心裡，必須要問自己：我真的需要得到救恩嗎？我真的需要得到安息嗎？請各位好
好的思考，你何時才願意放下自己，轉回依靠你的主呢？先知以賽亞如此提醒：
『主耶
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新約
馬太福音 11：28，主耶穌也是如此呼籲：『所有勞苦、背負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
我要使你們得安息』。
今天有許多基督徒都活在忙亂、追趕當中，難以『平靜安穩』
，原因在於他們自己
『不肯』信靠上帝，不肯回轉到上帝的身邊 。因此，上帝就『任由他們』，任由他們
照著自己的心意，追趕所想要的願望、慾望，以及這屬世的一切。但是，不管他們多
麼的努力，跑的多麼的快，他們所追求的一切，都會跑得比他們更快。就算有得到，
最後也什麼都帶不走。到頭來，「這世界的一切」；「那永活的生命」，他們什麼都得不
到。
有一位獵人要抓猴子，首先，他將椰子的外殼挖一個小小的洞，洞口大小恰好只
能讓猴子空著手伸進去，而無法握著拳伸出來。接著將裡面的肉挖掉，然後在空椰子
的裡面放一些誘餌，最後將椰子牢牢的綁在地上，獵人就躲在旁邊。當猴子聞香而來，
看到綁在地上的椰子，就會慢慢靠過來，然後將牠的手伸進去抓食物。但是，當猴子
握住食物之後，緊握的拳頭卻是無法從洞口伸出來，獵人輕輕鬆鬆就將猴子抓住了，
每一隻猴子都跑不掉，因為手伸不出來。沒有一隻猴子會想到，牠只要放開手裡所抓
的東西，把那抓的緊緊的手放開，馬上就能得到自由。但，牠們就是：「不願意」。
各位，你是否覺得那些猴子實在太笨了呢？對阿，手放開就能跑走，真的是很笨
對不對？但是，在這個功利主義橫行的世代當中，我們豈不是跟這些猴子差不多，不
願意放開手裡所想要抓住的東西。弟兄姐妹，我們真的一定要讓自己在這個世俗凡塵
當中，日日背負重擔過日子嗎？以至於，「這個世界的一切；那個永活的生命」，我們
到頭來什麼都得不到。主耶穌真心告訴我們：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
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
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軛是轄制牲畜的工具，所以軛對我們來說應該是負擔，會成為
我們的擔子。既然是負擔，為甚麼主耶穌還要叫我們負祂的軛學祂的樣式來得享安息
呢？而且還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原來，猶太人耕地是用兩頭
牛，他們用一根橫木為軛，二頭牛共負一根軛。因為新牛不懂得主人的指揮，不會耕
地，就由老牛帶領，一同架在一根軛下，叫新牛隨著老牛而行。老牛走，牠亦走；老
牛停步，牠亦停步；老牛轉彎，牠亦轉彎。這樣跟著學，過了一段時日，就學會了，
而且感覺那軛並不是一個負擔。因此巴勒斯坦的木匠製造軛的時候，就要將兩頭牛帶
來量尺寸。在快做好之前，還要再一次牽牛來試，一定要試到「非常配合」
，才不會造
成牛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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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耶穌的意思是：
『我賜給你的生命與教訓並不是苦惱的重擔，反而是正好
適合於你的』
。因為祂將自己比作老牛，將我們比作新牛；我們背主的軛配合祂走，就
會感覺很容易，很輕鬆。然後，主耶穌說出我們要學習的方向，祂說：
『我的心溫柔謙
遜，你們要跟我學』
。各位，柔和的心，能寬恕、接納他人；謙卑的心，能順服上帝的
旨意，願意讓上帝作工。各位，主耶穌不是只用嘴巴說說而已，祂在客西馬尼園中的
禱告，完全表現出順服上帝旨意，願意讓上帝作工的態度；祂在十字架上所說：
「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
。如此的心胸與禱告為我們留下祂柔和的心，
能寬恕、接納他人的楷模。因此祂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
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
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弟兄姐妹，你還在忙什麼呢？你的擔子是不是很重阿？你真的得到上帝所要賞賜
給你的恩惠？所應允的安息嗎？各位，「你，累了嗎」？
現在，我們可以在主的面前，一起告訴祂：
『主呀，我累了，我願意回到你的面前，
完全依靠祢、信靠祢，我願意順服祢，背起祢的軛，學祢的樣式來生活。懇求祢接納
我的依靠、信靠與順服，賞賜我從祢來的安息』。

＊聖詩探源＊
聖詩第 338 首 願我能愈愛你，我主基督

摘自《聖詩史源考》
作曲／唐恩 William Henry Doane(1832-1916)
作詞／Elizabeth Prentiss(1818-1878)

本詩作詞者 Elizabeth Prentiss 原籍波蘭，生長在美國，是一虔誠牧師之女，從 16
歲開始，就展示了她在散文以及寫詩方面的才華，作品常常發表在波士頓出版界中極
著名的一本書叫“年輕的夥伴(The Youths Companion)”。婚後她隨著牧師丈夫Ｄ
r.George L.Prentiss 定居在紐約市，仍不忘繼續發表她的作品，後來更出版成冊，其中
最暢銷也最著名的一本書叫“朝向天國之路(Stepping Heavenward)”，曾發行至 20 萬
冊以上。
她本身是位十分敬虔的基督徒，故其作品具有濃厚的宗教氣息，在她所寫的 123
首詩歌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在頌讚我們的主。
這首“願我能愈愛你，我主基督”是她早期的作品之一。當時寫這首詩歌，正是
她遭遇人生最大痛苦之際，寫完後，她未曾發表，甚至連她的丈夫也沒發現，經過好
幾年之後，也就是 1869 年時，她才將它放在一本詩冊中出版，未幾即受到人們廣大的
注意，而由著名作曲家唐恩博士譜寫成這首令人聞之感動的優美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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