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 疫情重創全球旅遊航空業，至今仍未見曙
光，許多相關人員面臨失業危機，求主掌權讓
各國疫情能儘速得到有效控制，產業得以復甦
台灣:台灣今年死亡率已高於生育率，少子化和高
齡化同時威脅我們，求主憐憫讓這樣的現象得
以改變翻轉。

教會
1、為教會牧養及長執同工禱告，求主讓每位肢
體，都能在牧養上能明白並跟隨主耶穌，學習
行善，尋求公義，解救受欺壓者。
2、教會預計於8/20-22前往福星教會辦兒童理財
營，同時在營會之餘和學生們傳福音，求主帶
領賜福。
3、 本日下午1:30葉彥廷弟兄，8/15上午10:00余正
雄弟兄將於本堂舉行追思禮拜，願主帶領追思
會籌備過程順利，並安慰親族憂傷的心。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本期蝶谷巴特最後一次課程大家能敞開心門聊
天，彼此更緊密連結，後續仍安排郊遊活動，
請為報名與參加禱告。
2、 為週六快速記憶法+兒童聖經故事的進行禱告，
也為跟家長間有更多的談話與認識，家長課程
的規劃等禱告。
3、 為八月底退修會的內容禱告，已有初步的主題
與方向，請為後續的活動與聚會安排有智慧，
藉由聚會、信息與分享互動，更深領受異象。

～報告事項～

1、 歡迎新朋友 蒞臨本堂，會後請到台前留影，愛
筵暫停一次。
2、 長執會議 8/9(日)下午1:30，地點:教室，請同
工預留時間出席。
3、 教會禱告會 8/11(二)晚上8:30，線上視訊，歡
迎肢體共同參加。

4、 福星教會理財營募資 日前估算福星教會理財營
約需34,200元，若對此營會有負擔感動者歡迎
奉獻。

伍 歐華事奉禱告信
親愛的主內肢體和家人：平安！
    為了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半年內經歷兩次居家隔
離。2 月中回巴賽隆納時，歐洲疫情平淡，西班牙病
例極少。但在友校IBSTE 要求下，回校園前先在家隔
離了十四天。7 月5 日回到台北，按規定先進行兩週
「居家檢疫」；期滿可出門，但需再加一週自主健康
管理！
    過了漫長的七個月，疫情不僅還沒過去，甚至可
能還要持續相當時日，確診與死亡人數攀升速度驚
人。全球累積一千萬病例花了半年，第二個千萬卻可
能只要6-7 週就達成（八月中），在在提醒我們必須
警醒、持續守望，求主憐憫！
    返台前，麗華的牙周痼疾開始發作，回來後沒有
改善，隔離期卻無法就醫。回到台北第二週，做家事
讓她的左臂肌肉拉傷，檢疫期間只能透過衛生所視訊
問診，幫助有限；直到能去醫院急診，進一步治療後
才明顯改善。
    疫情在台灣得到良好控制，除了衛生單位有好的
策略並徹底執行，某種程度上也需要個人配合，犧牲
部分自由。
    我們在歐華事奉，背後有許多單位支持，以及
個人代禱，我們同時是吳勇長老生命價值傳承協會
（YWA）以及台灣信義會（TLC）的宣教士，這是寶貴
的身份。
    多年來，元威平均兩年教一次「信義宗教會
史」，目前這是華神研碩「路德神學與教會建造組」
必修課，也開放給TLC實習傳道、傳道、師母選修。
今夏修課學生接近六十人，第一次上課反應還不錯，
好幾位表示超乎預期，感謝主！
    7/26 下午是YWA 的理事會和會員大會，元威在榮
中禮拜堂講完道之後，會趕到台北報告歐華近況，並
列席會議。
    由於病痛與時間限制，麗華忍痛暫停西班牙文第
二級（線上）課程。至於華神教博的課，已經到了最
後階段，也只能勉力為之。第一門網路上課，第二週
則要到八德校區，求主加添她所需一切力量！
代禱事項
1、請紀念信義宗教會史後半部（15小時）課程的進
行（8月3、4日），求主保守元威的備課、授課、
批改作業，以及同學們的學習。
2、麗華7/28-31在華神修教博課程：「性格、人際及
團隊建立」。
3、請為元威八月的講道服事禱告：8/02 士林靈泉堂
8/09 台北救恩堂 8/16 景美慈恩堂（從7/19 推
遲）8/16 慕尼黑華人教會（網路證道）
4、疫情難測，求主賜智慧、能力，知道秋季當如何
運作；並有效裝備同學。
5、我們訂8月28日返回西班牙，求主開路、保守、眷
顧。
以馬內利！
元威、麗華 2020/07/24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含直播）

地點
正堂

人數
118人(12人)
兒主大衛、撒母耳/週日AM10:00 B1/會議室
7人/4人
小組聚會 / 時間
成一組/週三PM7:00&週四PM7:30&週六AM10:30&週日AM8:30

成二組/週五PM7:30 &週日AM11:30
媽媽組/週二AM10:00       國高組/週日中午12:30

柒 服事人員表
總召
讀經
司會
敬拜團
講員
音控
錄影
投影
招待
主廚
餐前預備
餐後清潔
鮮花奉獻

2020 . 8. 2( 日 )
邱皇銘 執事
傅金蘭 姊妹
林慶豐 執事
敬拜四團
鄭信弘 教師
朱德弘 執事
李政憲 弟兄
曾頎峰 弟兄
林姿涼 吳秀梅
陳渫聰 潘怡靜
------蔡芳齡 姊妹

2020 . 8.9( 日 )
林慶豐 執事
鄭信弘 教師
潘振宇 弟兄
敬拜三團
廖元威 牧師
鄭惠蓁 姊妹
邱皇銘 執事
馮薪庭 姊妹
林姿涼 吳秀梅
陳渫聰 潘怡靜
郭瑞昇 弟兄
麗書 小組
信弘 小組
楊蓉青 姊妹

聖餐：董仁章，邱皇銘，林慶豐，陳麗書，郭瑞玲，羅秀宜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0. 7.26(日)（含7/20-7/26轉入）
自由奉獻 --3,641元 收入
136,721元
主日奉獻 8筆
8,700元 支出
25,000元
十一奉獻 12筆 84,0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3筆 33,500元
愛筵奉獻 2筆
1,680元
建堂奉獻 1筆
1,000元
宣教奉獻 5筆
2,200元
慈惠奉獻 1筆
1,000元 （查詢洽財務部）
鮮花奉獻 1筆
1,000元

玖 慈恩堂
2020. 7. 26(日)
主日/成人+兒童
30+3人 收入
25,910元
主日小組  
25人 支出
7,167元
聚會提醒事宜
1、借貸：我們鼓勵會友見到肢體在衣食上匱乏時，甘
心樂意資助。但不鼓勵會友間有借貸或其他金錢上來
往，也請勿主動邀人加入互助會。若有急難需要，請
讓組長，區長或牧者知道，可評估申請慈惠金支援。
2、商業行為：我們尊重從事各行各業的肢體都可以被
動地受託為會友服務，但請勿主動進行商業行為或邀
人作直銷下線。

主後 2020年8月2日 聖靈降臨後第九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林慶豐執事
二、敬拜………………………敬拜四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林慶豐執事
經文：撒上18:1~4、19:1~7；約15:13~15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講題：人間最大的愛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祢為何揀選我）…林慶豐執事
七、報告……………………林慶豐執事
八、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向耶和華唱新歌+我就走到神的祭壇】-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
要向耶和華歌唱 稱頌祂的名 祂的名
天天傳揚祂的救恩 天天傳揚祂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 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
因耶和華為大 當受極大的讚美
祂在萬神之上 當受敬畏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 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我的神 我要彈琴稱頌祢
神啊我的神 我要彈琴稱頌祢

--【最知心的朋友】-主祢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祢是我最親愛的伴侶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著祢 渴望見到祢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台階 在我人生的每一個小站
祢的手總是在攙拉著我 把我帶在祢身邊
告訴我當走的路 沒有滑向死亡線
祢愛何等的長闊深高 我心發出驚嘆
有了主還要什麼 我心與主心相連
我已起誓要跟隨主 永不改變

--【握手】-1﹒踏上十字架的道路 我的心決不會後悔
   縱然道路曲折難行 我的腳步不會後退
   歲月流過不能再追 春去秋來落葉紛飛
     我要向耶和華敬畏 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
2﹒走在十字架的道路 我的腳蹤何等佳美
   有時失望悄悄落淚 耶穌是我力量安慰
   往事飛過只能回味 千山萬水有主伴隨
   我要向耶和華讚美 聲歌唱與主同飲杯
    
(副歌)向軟弱揮揮手 向剛強握手
      向悲傷揮揮手 向喜樂握手
      向世界揮揮手 向十架握手
        向前走不回頭 向前走莫停留
     

叁 本週話語教材
做個精明的管家              ⊙范兆禧

教師

撒上18:17-30

前言、兩個不同的反應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時間過得真快上半年
已經結束，轉眼間七月份已經來到了第三週，從現在
一直到11月長達半年的時間是聖靈降臨後的主日，這
段時間又稱為長年期的，我如果我們去特別的注意，
我發現時間就一眨眼又這樣過去了，求主幫助我們
數算每一天的時間，求主叫我們從神那裡得著智慧的
心，做一個精明的管家。
今年我們透過聖經當中的幾個家庭，認識了很多
聖經中的人物，透過他們的所發生的事情，學習到很
多可以應用在我們家庭當中的原則。今天我們看到的
大衛掃羅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類型，我們先從他們兩
個的相似點來看，他們在猶太人當中都不是最大的家
族，掃羅王是便雅憫支派的人，而大衛雖然是猶大支
派的但也不是出生於大的家族。他們兩位都是被神所
膏立要做君王的，也被神使用成為領導百姓的神的僕
人，而他們兩位都有神的同在，受到百姓擁戴，並且
帶領百姓對抗外族的侵略，都是英明的領袖和卓越的
領導人。那麼到底是什麼事情讓他們開始不一樣？從
今天的經文18章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明顯的地
方，那就是兩個人的面對神的態度。
一個被神所使用的僕人，一定是順服並且倚靠神
的，如果一個基督徒不信靠神，不倚靠耶穌基督的救
恩，那麼他怎麼夠成為基督徒呢？大衛被神所重用，
當然是因為他敬畏神倚靠神，我們還可以在他身上看
到很多美好的特質。我個人從小就非常喜歡大衛王，
除了他面對歌利亞的精彩過程，以及他傳奇的一生，
他所寫的詩篇非常的優美，有讓我對大衛印象非常的
深刻，即便是他犯罪得罪了神，仍然存在著對神的敬
畏和順服，以至於神的赦免也大。這也使得他和掃羅
王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
今天上午我們所讀的這段經文，前面17章就是大
衛打倒哥利亞，大大的壓制非利士人，讓大衛在王和
百姓面前大大的被讚揚，接著18章一開始就說到，大
衛和掃羅王的兒子約拿單，彼此的心互相契合，互相
的欣賞對方，甚至成為生死之交。大衛能夠在這麼短
的時間讓身邊的人都喜歡他，甚至願意將自己的生命
交給他，除了神與他同在之外，在大衛身上我們實在
是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特質，而能夠運用在我們的生
活、工作甚至是家庭中，從今天的經文我把他整理出
幾個重點，第一，大衛是做事精明的人，第二，大衛
是以身作則的人，第三，大衛是一個寬恕待人的人。
一、做事精明5、14-15、29-30
我們看到5、14-15、30節都一直重複強調一件
事，那就是大衛是一個精明的人。無論王交給他的任
務，或是他帶兵打仗，甚至表現在他的婚事上，大衛
都表現出精明幹練的樣子，這個精明原文是亨通(智慧
地行事) 「慎重行事」的意思，就是大衛手裡所做的
事情都無往不利，當然除了神幫助他，賜給大衛聰明

智慧，神與大衛同在，就有神的靈明在他裡面，所以
他在做決定的時候，在思考策略的時候，在計畫任務
的時候，都能夠有清楚的頭腦和好的計畫，使他達成
任務又快又好，就像神親手做的一樣。
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上，在家庭中是不是一個做事
精明亨通的人呢？家裡的收入、支出，家庭的大小事
管理、家庭的秩序，我們是不是有一個計畫和藍圖？
還是賺多少花多少錢？我身邊一直都有不太會理財的
人，之前藝人makio因為酒後與計程車司機發生衝突，
被公布在新聞媒體中的時候，他一度失去工作，但
是報紙新聞等報導她非常辛苦，每個月都入不敷出。
後來有媒體就報導，原來她收入多，可是她的花費也
多，每個月光房租就要好幾萬，加上她的保險、保養
和交通費用，差不多一個月要快十萬元。我那時候就
想，難怪妳錢不夠用。
我們家也是最近這幾年才開始認真看待這件事，
燕燕一直都有記帳的習慣，我和小孩是最近才被督促
記帳。也是開始記帳之後才對每個月的進和出比較有
感覺。我們所信的神是有秩序的神，當神住在我們裡
面，聖靈的能力就與我們同在，我們就有從神而來的
秩序和管理的能力，因為神造人的其中一個任務，就
是要人管理這一切，並且把這個世界治理好。我們自
己是不是有把這個原則運用在我們的家庭？在我們的
工作上面呢？如果我們自己生活都過得一團亂，那麼
當我們向別人傳福音的時候，你們覺得會讓人覺得我
們的神很有秩序嗎？會讓人羨慕我們的管理嗎？
大衛從小就敬畏神，因為他敬畏神，專一的依靠
神，如同大衛的詩篇所說，有人靠車，有人靠馬，而
大衛依靠神，神就特別祝福他，與他同在，這使得神
和人愛大衛的心都一同增加。今天，神也把這樣的能
力賜給我們了，我們要像大衛一樣好好的管理我們的
家庭和生活，不要亂吃、亂買、亂的生活作息，要向
神支取這樣的能力，神就使我們做事亨通。
二、以身作則10-16
在10-16節中說到，大衛被掃羅王按立為千夫長，
這個千夫長是摩西在曠野帶領以色列人的時候，他的
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為了幫助他管理百姓的事而設
計出來的制度，在他們中間有十夫長、五十夫長、
百夫長、千夫長。負責帶領手下的一千名戰士出去征
戰，相當於一個旅的人數，大衛帶兵打仗，不是躲在
手下的後面，聖經形容大衛領他們出入，百姓和手下
的人就都愛他。我們都知道身為一個領袖，以身作則
是那麼的重要，所謂上梁不正下樑歪，如果當領袖的
自私自利，常常利用職務之便，貪污中飽私囊，那麼
下面的人一點也會像他一樣。
聖經告訴我們大衛的身邊有許多大能的勇士，我
相信除了大衛具備的領袖魅力之外，這個以身作則的
特質，一定也深深的吸引這些人來跟隨他。一個凡事
以身作則的人，一定是看重公平和公義的事，一定也
看重手下的需要，聖經其他地方就記載著大衛與跟隨
他的人，為了讓他們有食物吃，可以進到聖殿中吃陳
設餅。另外也為的手下為他冒死去敵營的旁邊取水，
而不敢喝哪些用命換來的水。這些都顯示出大衛是一
個以身作則的偉大領袖，所以人們願意跟從大衛。
我們是不是一個以身作則的人呢？在家中，我們

是不是叫孩子早睡，可是我們自己卻很晚睡？我們自
己是不是一直看電視、電腦或手機，卻要求孩子不要
花那麼多時間在手機上？我知道這個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自己也做的不好，但是今天上午神藉著聖經的
話，再次提醒我們要做一個精明的人，凡事要依靠
神，天天對付自己的老我，將老我釘死在十字架上，
活出真實的信仰生活，讓別人可以因為我們真實的生
命而受到影響。我們也要為我們的領袖禱告，看到政
府不好，不能只是批評，我們需要為所有領導能夠凡
事以身作則禱告。
三、寬恕待人6-9；17-27
最後我們來看的重點，是寬恕待人。在6-9；
17-27節中說到，因為大衛殺敵受到英雄式的歡迎，
婦女唱歌跳舞時說，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
於是掃羅就嫉妒大衛。我們不要小看嫉妒的可怕，聖
經告訴我們，神就離開掃羅，有從神那裡來的惡魔就
降臨在掃羅身上。不是說惡魔是神派來的，在約伯記
也是如此說，當然這些惡者也是悖逆墮落的天使。這
裡也告訴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當一個人不屬於
神的時候，他就屬於這個世界，撒旦就可以在他身上
掌控影響他。掃羅讓這個嫉妒的心在他裡面，到最後
就被嫉妒淹沒。
另外，掃羅不只一次要殺害大衛，大衛都沒有還
手，只有躲避。甚至他騙了大衛，將女兒嫁給他卻
毀約，用這樣的誘因，其實是希望大衛出戰非利士
人被殺，就除去他心中的大石頭。大衛面對掃羅王的
嫉妒、追殺、欺騙和陷害。他非常有怨恨掃羅王的理
由，他也有機會下手報仇，可是大衛卻選擇寬恕這位
得罪他的人，請願把他交給神去審判，因為只有神能
夠審判人。我們心裡一定都有不想饒恕的人，可能會
我們的同學、同事，甚至是我們的家人、密友，和我
們關係親密的人，今天神要藉著大衛的經歷來安慰我
們，只要你願意，神要幫助我們，釋放我們的綑綁。
掃羅如果願意依靠神，就不會緊抓著嫉妒的心不
放，也不會被惡意所勝，給撒旦留地步。事實上，大
衛的好完全可以成為掃羅王的幫助，兒子女兒都愛大
衛，百姓也喜歡大衛，他完全可以讓大衛成為他的助
力而不是阻力、他不需要嫉妒大衛，因為大衛就是自
己人，掃羅王太沒有安全感了。我們心裡有安全感
嗎？我們的安全感是來自於銀行的存款數字？還是不
動產的多少？還是基金投資獲益的多少？如果我們的
安全感不是從神而來，那麼隨時會被世界打敗。
透過今天所讀的經文，從大衛身上，我們是否學
到了這三件事？就是做事精明、以身作則和寬恕待
人。願神賜福大家都能成為做事精明屬神的好管家。
問題討論
1、請問今天的講道給你什麼樣的提醒？
2、過去或現在你有沒有今天講道內容提到的問題
（困難）？針對這些問題，你有什麼因應對策？
3、未來一週你預備有什麼實際的行動來改善這些問
題（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