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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Ｏ七年 8 月份 代禱信    

  得享安息                               方永健  牧師                         
經文：「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第七日，神造

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

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二

1~3) 

前言： 

創一 1「起初，神創造天地」，二 1「天地萬

物都造齊了」，神用六天創造了天地萬物，當萬物

都造齊了，神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

了。這說明了一點，神是一位工作的神，也是一

位安息的神。在聖經中，這「第七日」是一個很

特別的日子，神賜福第七日，而且只有第七日被

定為聖日，神所造的第一件被定為聖的，不是光、

空氣、水，更不是人及一切生物，而是「時間」。

甚麼是「聖」？神就是聖，就是把這一日分別出

來歸給神。另外這一日還有特別的地方，其他六

日都只是以數字來代表，唯獨第七日有名字—「安

息日」(出十六 25)。甚至後來神頒布律法時，也

只有安息日被納入十誡中的第四誡，在出埃及記

第二十章中記載的十誡，九條誡命中每條都僅佔

了一到三節，而惟獨第四條誡命，也就是守安息

日，佔了顯著的篇幅(用了四節)。此外，前三誡

是論到我們與神的關係，後六誡是論到我們與人

的關係，第四誡卻是拉近我們與神、與人的關係。

為什麼安息日如此重要？神設立安息日真正的意

義為何？ 

聖經中有些啟示是會隨著時間的更迭而漸漸

地越來越清楚，安息日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因

此我們先從舊約中來看安息日，然後再看新約中

耶穌對安息的看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如何在今日經歷神在創世時就賜福這一日的

心意。 

一、 舊約的安息 

(一) 神的創造(創二 1~3、出二十 8~11) 

安息表示神創造的工「完畢」了，這「完畢」

不僅有「完成」的意思，也有「完美(perfect)」

的意思，也就是完美無缺，如同神在六天創造時

所強調的—神完成了各樣創造之工，「神看著一切

所造的都甚好」，所以神定這日為聖，就安息了。 

(二) 神的救贖(申五 12~15) 

其次，「安息」也與神的救贖有關。申命記第

五章是摩西在離世前一週，站在約旦河東方的摩

押平原，面對新的一代以色列人重新述說十誡的

精意，這距離四十年前神在西乃山頒布的十誡有

些許不同，除了守安息日的誡命以外，其他九誡

的記載在兩處是一模一樣的。從申五第 12~15 節

這段經文，沒有提及神創造天地後安息的這個理

由，但卻讓我們很清楚看到，它強調守安息日是

要以色列人記念神將他們從埃及拯救出來。 

(三) 人的需要(申五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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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記在埃及曾經作過奴

僕，一週七天，天天工作，沒有休息的日子。現

在不再是奴僕了，因此神要他們六日慇勤工作，

到第七日時要休息，不僅自己要休息，也要為著

別人著想(「使你的僕婢可以和你一樣安息」)，

因為以色列人曾經嘗過不能休息的苦。 

 

二、 新約的安息 

可二 23~28 記載主耶穌有一次被法利賽人質

問，說祂為什麼不像他們一樣守安息日。耶穌曾

利用馬可福音二章 23-28 節這件事來說明安息日

真正的目的：「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

息日設立的。」也就是說，為了人的需要而作的

事，並沒有違犯守安息日的誡命。另外耶穌還說：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意思就是祂是安息日的

主，因為只有就近祂，得到祂救贖的人，才有真

正的安息。 

保羅也指出，安息日的啟示真正被顯明出來

是在耶穌基督裡，在歌羅西書二 16~17「不拘在

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

你們。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影子和形體是不同的。 

耶穌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說，祂的來臨使

得舊約中所啟示的安息得以完全；要找到安息的

真正意義，只有在耶穌基督裡；這安息是來自神

創造世界的目的、是因著耶穌基督的拯救、是為

著人的心靈惟有在基督裡才能得到滿足的需要。 

 

三、 安息的祝福 

「安息日」是神賜福的日子，是讓人得安息

而非受綑綁和轄制，是履行「工作時工作，休息

時休息」的原則，神所設立的安息，是要我們從

忙碌、壓力及煩擾中退下來，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透過與神的親近，重新思考神創造我們的目的，

確立我們生命的價值，並對未來的人生優先次序

來定位，我們才能得享神所賜福的安息。我們可

以怎麼作呢？ 

(一) 反省(Reflection)：回顧過往所帶

來的祝福 

一個懂得為過往而感恩的人，就是蒙福的人。 

1. 記念神的創造，為神賜予工作的能力而

感謝。 

我們記念神的創造，可以更多欣賞祂所創造

的萬物，感謝神創造陽光、空氣、雨水，使萬物

生生不息的滋長。感謝神創造了我們，賜我們生

命氣息，並賦予我們管理的責任，不僅如此，神

也賜給我們有作工的智慧與能力，因此，我們可

以向神獻上感謝，知道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包含

在事業上的成就、家事的料理、課業上的成績、

生活上的技能都是來自於神的賜予。 

2. 記念神的救贖，為神赦罪拯救的恩典而

感謝。 

其次，我們也要記念神透過耶穌基督的救

贖。因為在亞當犯罪之前，他在神所造的伊甸園

裡，每天與神同在，有著美好的關係，享受神所

造完美的一切，這就是安息。然而當亞當犯罪墮

落之後，人與神美好的關係就破滅了，人得不到

安息，因此人類竭盡所能的要尋求安息，然而，

外在的物質、名利、聲望都無法使人得到安息，

惟有重新回到創世之初恢復與神的關係，才可得

到安息。感謝神，透過神的憐憫，耶穌基督的捨

身，使我們的罪被赦免，與神的關係重新恢復，

體會在基督裡真正的滿足與安息。 

(二) 更新(Refreshment)：更新現在所帶

來的祝福 

1. 修正生活目標及次序： 

神在第六日創造了人，對於人來說，第七日

安息日是人被造後的第一日，是在面對即將來到

的六日工作前先來親近神的日子，但許多人將次

序搞錯了。當我們生活的目標及次序錯了時，我

們就應該修正。 

當我們為神所賜予給我們工作能力感謝神的

時候，很重要的一點是神也要我們在工作後，要

來到祂的面前領受神所賜福的安息。這安息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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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思考神創造我的目的是甚麼？祂要我與祂同

工，一起治理，成為工作的主人，而不是成為工

作的奴僕，一頭栽進工作中，讓工作壓的我喘不

過氣來，也不是讓我沉迷於工作中的成就，與神

漸行漸遠，無法自拔而失去神造我是要我成為工

作的主人的目的。如果我們為了工作、為了課業

而主日不來敬拜神，這次序就不對了。 

當我們沉溺在工作之中，讓工作、責任、會

議、很多的要求填滿我們每一刻鐘，充塞我們整

個心靈的時候，我們企圖以很多的工作，成就去

證明自身的價值的時候，人生會失去了真正從神

而來的平安、生命的穩妥及喜樂。 

2. 修正與神與人的關係： 

從新約聖經中，我們看到猶太人是何等重視

安息日。猶太人亡國兩千多年，流離在世界各地，

直到 1947 年，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

以色列國終於宣告復國，是甚麼維繫猶太人兩千

多年亡國期間的重要關鍵，就是守安息日，安息

日將他們與神緊緊的連結在一起。十九世紀猶太

思想家亞瑟金斯堡（Asher Ginsburg）說：「與其

說是『猶太人持守安息日』，倒不如說是『安息日

保守了猶太人』。」 

有許多猶太人到現今還持守著守安息日的誡

命，在安息日他們做甚麼事呢？他們全家一起到

會堂禮拜，除了敬拜神外，感謝神的創造、救贖，

思想自己與神的關係。做父親的會帶領全家一起

讀摩西五經，教導他們認識神。猶太人特別重視

孩子的信仰教育，但反觀我們，許多做父母的把

教育孩子的責任丟給了電視、電腦、孩子的朋友、

學校、社會，以至於造就出一個有知識卻沒有方

向的孩子。不要把宗教教育丟給教會，孩童的宗

教教育是從 0歲開始，是從家庭中開始。父母不

經意說的一句負面的話，有一天你會從兒女的口

中聽到；但若父母有敬虔的生活，就會有敬虔的

兒女。 

猶太人在安息日這天還會全家一起吃飯、聊

天、有休閒的活動，弟兄姊妹們，你有多久沒有

全家人一起吃飯、一起聊天、一起遊玩？我們是

否可以利用每一星期的一天與家人有互動的關

係？但不是看著電視、吃著飯，這樣也是沒辦法

增進彼此的關係。 

(三)再造(Re-creation)：規劃未來將帶來的

祝福 

許多時候我們聽不見神的聲音，是因為外界

的聲音太吵雜了，工作、課業及屬世的事物讓我

們無法靜下心來。弟兄姊妹，你有多久沒有放下

手邊的事務一人獨處，讓你的靈安靜在神面前，

聽聽看神在對你說話，你是否渴望得著安息？ 

結論： 

人在神所創造的時間及空間中生存，常常忙

碌於對空間的追求與掌控，車子、房子要越大越

好、辦公室的空間，從多人擠在一間小坪數的辦

公室，期望將來有朝一日能擁有一間個人專屬且

坪數超大的辦公室；名片上擠滿各式的頭銜，一

面不夠，反面再加上去，兩面還不夠，就再擴大

為折疊式的；存簿中的存款數也不惶多讓，七位

數不夠，希望後面再多幾個 0，甚至犧牲時間來

爭取空間中的一切事物，來取代他們對永生的渴

慕。可是人即使賺得全世界，但時間一到，賠上

自己的生命，擁有再大的空間(墳墓)又有甚麼意

義呢？雅各一生巧取豪奪，直到最後才領悟到，

他一生的年日時間都耗費了，當他見法老時他已

一百三十歲，他感嘆的說：「我平生的年日，又少

又苦。」試想，我們在神面前被記念有價值的歲

月有多少日子？ 

以賽亞書三十 15「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當我們享受在耶穌基

督裡的安息時，不要忘了，我們也要帶領人進入

安息。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

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十一 28)」盼望我們

能與我們的親友分享福音，使他們與我們一同享

受從耶穌基督來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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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為新任國防部嚴部長，李參謀長等高層將領禱告，祝福他們為國軍制定好的政策、方向，帶

領國軍恢復榮耀形象。祝福每一次的決斷和政策

的推出都是智慧、正確、公平、合理的。 

 榮光團契協會日傳來邀請函，邀請參加 

韓國Interaction活動，時間：10月10-14日。 

 

 第八屆全國軍人禱告大會， 

時間：9/1上午10:00-12:00，中午備餐飲。地點：

台北榮耀堂(捷運板南線，出昆陽站走約500公

尺，台北市忠孝東路6段465號B1)。 

＊鼓勵著軍服參加！ 

歡迎參與這個屬於軍人的日子，成為神國的基督

精兵。  

 

 加利利傳道會第一代創始的學長們(兄弟姊

妹)，8/27日上午，在陳路加牧師家中小組聚會，

談天分享當年基督徒軍人相聚的不容易，會中路

加牧師表示願意每月第四週的週一上午，開收家

庭，共同為軍中的福音事工禱告。會後大家合影

留念並至附近餐廳用餐。(本次因篇幅原故，照

片將於下月放入) 

    

黃埔真愛團契   

◆ 為團契聚會時間及人數穩定代禱，減少公差勤務。 

◆ 為在學校生活，活出榮耀生命禱告。 

方舟團契： 

◆為海官學生團契定期聚會，求神祝福團契穩定成長，並求神興起海官學校代禱者。 

羔羊航院團契： 

 為團契在新的一年級學生內，求神興起愛主的基督徒！ 

 羔羊聚會時間調整如下，小週：週五1800~1930，大週1830~2,000，並鼓勵個人讀經分享代禱。   

  風嶺團契： 

 為團契可以找到新生基督徒學生，加入團契禱告。 

  彩虹團契：  

 為團契四年級學長學姊，求神祝福畢業後下部隊後的生活。 

 求神興起各年級基督徒渴慕的心，聚會都能穩定順利。  

 積穗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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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管院團契能興起更多的領袖跟同工，以及為他們能夠更多的勇敢去傳福音來代禱。 

 種仔團契： 

 祝福在新學期有學生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感謝主！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 為(紀)昱宏弟兄禱告︰在空軍服役的昱宏弟兄其妻子瑞芬姊妹，近日發現癌症有轉移現象，請

大家代禱，讓瑞芬不好細胞完全除去，化療有好的果效。 

2. 為盟傑弟兄禱告：其雙腳膝蓋近期發生積水的狀況，求上帝能夠醫治! 

3. 為榮典弟兄禱告︰妻子懷第三胎，於8/22日順利生產，求神保守作月子期間的康復健康。 

 

家庭 

    4.為家安弟兄禱告：妻子目前懷孕，預產期為12月份，求神保守眷顧一切平安。 

5.為鼎鈞弟兄禱告：為妻子懷孕，預產期為12月，神賜生命的主恩慈眷顧。 

6.為安迪弟兄禱告︰服役於外島，妻子於7月份順利生產，求神保守妻子月子的康復。 

7.為肇宇弟兄禱告：為8月份結婚，求神祝福建立基督化的軍人家庭生活。 

8.為仁傑弟兄禱告: 預計於9月份結婚，求神保守婚禮的籌備，充滿神的恩典。 

9.為衍衡弟兄禱告：預計於10月份結婚，求神保守婚禮的籌備，充滿神的恩典。  

   10.為嘉侑弟兄禱告：為婚禮籌備順利，預計10月份結婚，求神祝福滿有恩典。   

工作 

   11.為昆翰弟兄禱告: 求神帶領能夠找到合適的新房子，價錢跟位置都是他與妻子所求所想的。 

   12.為榮典、錦全、志鈞在軍中分享福音求神恩膏，與他們同在，使人得享救恩的喜悅。 

   13.為明達弟兄禱告：八月份將接任中正預校高中部新生隊的隊職幹部，求神保守學生們的適應。 

   14.為凱明弟兄禱告:八月中將調位新的職務，求神祝福在新單位的學習及工作表現。 

   15.為文凱弟兄禱告:目前正申請職務官舍，迫切禱告，希望早日申請核可。 

   16.為博宇弟兄禱告：為教會的服事忙碌，希望信仰與生活、工作都能調和。 

   17.為珺傑弟兄禱告：八月份參加碩士班的考試，已順利考上，祝福有好的學習為主而讀書。 

   18.為志豪弟兄禱告︰目前正準備基地訓練，求神保守專精測驗及普測的成績。  

   19.為盛年弟兄禱告︰九月份時將有本質學能的專業證照考試，求神保守考試的預備。 

   20.為昶虹弟兄禱告：希望慢慢能適應在三軍總醫院的工作及生活。 

   21.為昆佑弟兄禱告：單位目前正在基地訓練，求神保守演訓的成績及軍紀安全。      

   22.為吉欣弟凡禱告：為工作的推展及任務分派各項事工與公差時，下級各單位均能配合支援。 

   23.為明峻弟兄禱告：畢業分發至北部某單任服務，求神祝福在基層工作時，靠主站立得穩。 

  24.為家安弟兄禱告：指參畢業後分發新單位，求神在新職務使他成為神國度榮耀的器皿。 

   25.為逸文弟兄禱告：畢業分發至南部某單位，求神使他在單位仍與主有好的連結。 

   26.為朝鑫弟兄禱告：本月有跳傘演訓任務，創造生命的神保守演訓過程的平安順利。 

   27.為嘉翔弟兄禱告：近期有火砲的實彈射擊任務，求神保守演訓達到預期的訓練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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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7 年 7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98,471 
     
  

總支出：        109,41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24,841 
行政雜支      ： 17,569 
 
    本月透支-10,939 元 
 

代轉奉獻 ：  8,500   
蔡哥代收奉獻: 2,500    
程玉代收奉獻: 4,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7月奉獻徵信》                                               

華中興 5,000/朱炤廉 2,000/姚光華 1,500/王智億 1,000/ 

黃頌晨 4,000/沈立忠 3,000/陳啟勝 5,000/羅耀琳   600/ 

唐興家 2,000/陳美聿   500/王正鑫 1,000/黃  皓   200/  

白淳仁 1,000/張孫健   500/廖克澧 1,000/戴嘉儀   500/  

陳湘君 1,000/王為軒   500/蔡汝欣 1,000/吳庭志  200/  

莊紀源 2,000/許鴻榮   250/陳楷麒 1,000/徐文章  300/ 

余宣佳 1,000/黃珮怡   500/陳宜韻 1,000/林錦全  400/  

李盈碩 1,000/黃婉琳   500/劉家君 1,000/周晏嶺  200/  

馬榮吉 3,000/劉畢莉   500/張華威 2,000/盧煥淞  500/  

廖石開 4,000/李武耀   500/葛瑞絲 2,000/李健華  400/  

高振航 2,000/游重山   700/傅嘉智 2,000/黃基禎  800/  

范美翠 1,000/陳昶翰   500/陳順發 2,000/丁仁傑  800/  

高振航 2,000/劉毅弘 4,000/游子雯 1,000/馬榮吉1,000/  

陶國禎 1,000/曹常勇 3,000/張錦煌 2,000/成毓賢 5,000/  

杜建新 2,500/林敬虔 2,700/吳婉華 1,000/  

主知名華8,000/浸聯會婦女部 1,000/  

台南聖教會2,000/員樹林教會奉會5,421/  
 
 
加利利傳道會107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400,000 1,295,524  53.98% 1,104,476 

 

 

 

1.郵局劃撥帳號：1514 6314 (需到櫃檯寫劃撥單) 

奉獻戶名：基督教加利利傳道會   

 2.★ATM 轉帳★︰ 

ATM 轉帳:合作金庫(銀行代碼 006)，帳號 0080-717 402 620 ( 13 碼) 

轉帳後煩請來電凃姊妹 2913-7225 告知 a.姓名、b.奉獻金額、c.轉帳後 4 碼，謝謝您! 

您可以為加利利傳道會奉獻： 

(1)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一(2)每年的年終考績獎金的十分之一(3)為事工感動奉獻   

 (4)十一奉獻(12 月中一個月)  
 

提摩太後書 2:2-3『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 

  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