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本週美國川普將缷任總統，求主掌權讓政權
能夠和平轉移，也止息美國各族群之間的分裂
衝突，讓各族群能和睦共處。

台灣:台灣近日傳出醫護人員染疫，求主保守讓
疫情不致升溫，也醫治所有染疫民眾能快快痊
癒，恢復正常生活。

教會
1、 求主堅固肢體的信心，並甘心樂意愛神愛人，
在跟隨主的道路中持守真理，宣揚主名。
2、 求主保守帶領傳道人及同工領受神的託付，能
看別人比自己強，各盡其職，明白肢體雖多，
仍是一個身子，並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
3、 感謝主!張洞庭弟兄帶狀皰疹，已好轉；林慶豐
弟兄的母親葉巧年女士目前化療中;林瑞瑩姊妹
的母親林曾秀菊，腦中風受損，復健中，求主
憐憫，施展醫治大能，保守他們的身體能早日
康復。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為慈恩堂兩對傳道夫婦，四位執事，以及三位
小組長禱告，被聖靈充滿，禱告更迫切，領受
上帝的智慧和啟示，得著復興禱告的動力。求
主的寶血遮蓋保護他們的家庭，救他們脫離凶
惡與試探。
2、 為三個小組在新年度裡，組員們生命更新、經
歷主的愛、渴慕主的話，更深經歷主名的能力
等禱告，使主的名得著榮耀。
3、 為1/17下午擴大同工會禱告，關於慈恩堂的成
長與復興，懇求聖靈引導討論，有敞開的表達
與聆聽，在討論中有聚焦、有共識，無論在小
組牧養、個人工作、向外事奉、團隊建造等。

～報告事項～
1、 歡迎新朋友 蒞臨本堂，會後請到台前留影，歡
迎共享愛筵。
2、 成一牧區小組長總聚 本主日中午12:40，地點:
副堂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3、 學生同工聚集 本主日下午3:00，地點:地下
室，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4、 會友大會 暨 救協會員大會 2/7(日)舉行，請肢
體踴躍參加。
5、 啓示錄證道 今年度汪川生牧師將使用十次主日
證道講解啓示錄，願聖靈保守帶領，也請弟兄
姊妹預備心領受。

～～～～～～～～～～～～～～～～～
※每月二、四 週二禱告會晚上8:30～9:30，
線上視訊，歡迎共同參加（本月16、26日）
※配合政府 秋冬防疫規範，進入教會肢體應佩戴口罩
，請肢體互相協助提醒，感謝肢體配合。

伍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 時間
主日

地點
正堂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B1/會議室

人數
117人
9人/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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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會
敬拜團
講員
音控
錄影
投影
招待
愛筵膳食
愛筵餐前
餐後清潔
鮮花奉獻

2021 . 1. 17( 日 )
黃俊元 弟兄
林慶豐 執事
敬拜三團
陳貞蓉 教師
鄭惠蓁 姊妹
邱皇銘 執事
李佾靜 姊妹
鄧如山 陳希樂
林恆毅 陳乙瑄
迦勒 小組
金蘭、美釗 小組
慶豐 小組
羅靖蕙、陳吉甲

2021 . 1. 24 ( 日 )
林慶豐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敬拜二團
汪川生 牧師
劉世煌 弟兄
李政憲 弟兄
馮薪庭 姊妹
鄧如山 陳希樂
林恆毅 陳乙瑄
外買
麗書 小組
--楊蓉青 姊妹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2021. 1. 10(日)（含1/4-1/10轉入）
自由奉獻 --1,720元 收入
92,170元
主日奉獻 6筆 11,400元 支出
26,009元
十一奉獻 17筆 69,200元 主日代轉:
感恩奉獻 1筆
1,000元 A姊妹   $3,000元
特別奉獻 2筆
1,350元 B姊妹   $1,000元
建堂奉獻 ----宣教奉獻 3筆
4,500元
慈惠奉獻 2筆
2,000元
鮮花奉獻 1筆
1,000元

玖 慈恩堂
2021. 1. 10 (日)
35人/3人 收入
36,210元
28人 支出
3,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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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兒主
主日小組

主後2021年1月17日 顯現後第二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林慶豐執事
二、敬拜………………………敬拜三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林慶豐執事
經文：撒母耳記下 5章1~28節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講題：得勝人生的祕訣

五、奉獻…（聖法蘭西斯的禱告）…林慶豐執事
六、報告……………………林慶豐執事
七、祝福……………………陳貞蓉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滿有能力】--

我的盼望就在耶穌基督裡
在你裡面滿有平安
生命泉源就在耶穌基督裡
有主在我裡面活著
我宣告在我裡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屬這世界 我高舉耶穌的名
我宣告在我裡面有活水湧流滿有能力
有耶穌在我裡面活著 我勇敢站立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能戰勝仇敵
有主在我裡面 沒有懼怕還得勝有餘

--【有一位神】-1.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有權柄審判一切罪惡
也有慈悲體貼人的軟弱
2.有一位神 有權能創造宇宙萬物
也有溫柔雙手安慰受傷靈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榮耀的寶座
卻死在十架挽救人墮落
（副歌）
有一位神 我們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耶和華
有權威榮光 有恩典慈愛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何等恩典】-以真誠的心 降服在你面前 開我心眼使我看見
以感恩的心 領受生命活水
從你而來的溫柔謙卑
何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你寶血為我流
何等恩典 你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
我的嘴必充滿讚美
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鎖 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擔
你已挪去我所有傷悲 你的名配得所有頌讚

叁 本週話語教材
目標正確，但方法也不能錯        ⊙陳志宏牧師
經文：撒下四1~12
     當我們為了一些有價值的目標而努力，如果按照
正常的作法，可能需要努力很久才能夠達標，甚至可
能無法達成目標。但是有時出現一些機會讓我們可以
比較快速達成目標，不過方法可能有些投機取巧、不
那麼光明磊落，甚至有些卑鄙，但是我們的目標是要
撥亂反正、實現公平與正義。請問如果你可以透過一
些雖然不那麼好的方法，但是可以很快完成正確的目
標，你會不會使用那個不好、有瑕疵的方法呢？我們
最後的抉擇可能是什麼呢？採取行動？還是放棄這個
可以快速解決問題的機會，繼續忍耐等候呢？我們今
天要從撒下四1-12來看大衛如何面對類似的抉擇。
撒下一至四章是掃羅之死與大衛作全以色列的王
的過渡篇。當掃羅死亡後，掃羅的元帥押尼珥很快擁
立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繼承王位，但是實質上掌權的
人是押尼珥。在這個混亂的處境下，大衛經過禱告求
問上帝回到希伯崙，猶大支派的人膏立大衛作他們的
王。大衛所領導的猶大支派與伊施波設及押尼珥所統
治的以色列其他支派分庭抗禮了好幾年的時間。
所以當押尼珥被約押所暗殺、死亡的消息一傳到
以色列，伊施波設立刻手足無措、，不單是伊施波設
感到非常無助，以色列百姓也是感到非常害怕。既然
有能力可以威脅、阻擋大衛的大石頭押尼珥已經不復
存在，那麼大衛最合理的行動就是出動軍隊，迫使伊
施波設投降、讓出王位。不過我們在這章聖經並沒有
看見這樣的情節，大衛採取的行動是為押尼珥哀哭、
厚葬當押尼珥，並沒有採取任何軍事行動。
到此刻掃羅已經去世七年多 (撒下五5)，而大衛僅
僅統治猶大支派，說實在的，大衛已經等了夠久了，
我相信大衛左右的人都期待大衛快點採取行動，只是
大衛仍舊不動如山。雖然大衛沒有採取行動，但是有
人採取行動了，採取行動的不是大衛的手下，而是伊
施波設的手下。撒下四2-8這裡提到伊施波設有兩個軍
長，經文要強調的重點是巴拿與利甲的背景，他們是
便雅憫支派的人。掃羅是屬於便雅憫支派，所以巴拿
與利甲應該是伊施波設最可靠的支持者。沒想到兩個
便雅憫支派的自己人謀殺了伊施波設，然後帶著伊施
波設的首級去向大衛邀功。
利甲和巴拿胸有成竹地拿著伊施波設的頭顱去見
大衛，利甲和巴拿為了加強自己殺害伊施波設行為的
合法性，他們還打上帝牌，他們宣稱：｢耶和華今日
為我主我王在掃羅和他後裔的身上報了仇。」按利甲
和巴拿的說法，他們割下掃羅之子伊施波設的頭呈給
大衛，是替天行道，照上帝的吩咐為大衛報仇。然而
大衛的反應是：「我指著救我性命脫離一切苦難、永
生的耶和華起誓：...我豈不向你們討流他血的罪、
從世上除滅你們呢？於是大衛吩咐少年人將他們殺
了，...卻將伊施波設的首級葬在希伯崙押尼珥的墳
墓裏。」(撒下四9-12)

撒下四5-12的經文是一個交叉平行的結構，結構
中心就是該段經文的中心思想，四9｢我指著救我性命
脫離一切苦難、永生的耶和華起誓」這句話是這段經
文要強調的重點。面對利甲和巴拿宣稱暗殺伊施波設
是上帝的心意；大衛立刻表達，他所認識的上帝不會
透過這種不光明手段把王位賜給他。全能的上帝自有
祂的辦法來拯救大衛脫離一切的苦難，而且用的都是
光明正大、合情合理合法的辦法。
過去大衛至少有兩次大好的機會可以暗殺掃羅，
不過大衛不單自己沒有採取行動，也阻止他的手下採
取行動。上帝是信實的，上帝既然應許大衛要成為以
色列王，掃羅就無法殺害大衛，大衛也不需要透過殺
害掃羅或掃羅的後裔才能得到王位。利甲和巴拿的言
論是在貶低上帝的能力。總會有像亞瑪力少年人 (一
1-10)、押尼珥 (三9-21)，和利甲和巴拿 (四5-8) 的事件
發生。他們為了向未來會大權在握的大衛邀功，那個
亞瑪力少年人謊稱自殺身亡的掃羅是他殺的，押尼珥
帶著以色列的長老來向大衛輸誠，訂定和約，利甲和
巴拿暗殺伊施波設，結束掃羅王朝的統治。
面對這些邀功的行為，大衛有兩種不同的反應：
他接受押尼珥的和談建議 (三12-13)；但是嚴辦那位亞
瑪力少年人以及利甲和巴拿的殘暴 (一14，四9-12)，
表明他不採取篡位的手段來登上王位。撒下第四章伊
施波設的死和大衛處理的動作，幾乎是撒下第一章掃
羅之死記錄的翻版。從某個角度來說，伊施波設的死
確實對大衛要成為全以色列王帶來很大的幫助，巴拿
和利甲的行為就一般世界的價值觀而言可能是對的，
但是就上帝國度的價值觀而言絕對是錯的。他們不明
白君王的身分與權力是來自上帝的授權，他們不當使
用暴力殺害自己的君王是背信忘義，自證有罪。
大衛又再一次完全撇清他與這些行為的關係，他
聲明他相信耶和華直接介入日常事件的結局中。利甲
與巴拿聲稱是耶和華的劊子手，大衛斷然拒絕他們的
偽善；他見證說耶和華救他的性命脫離一切苦難，因
為大衛不曾親自動手除掉掃羅，也不允許其他人這麼
作。利甲與巴拿這兩人的刑罰是是死亡、砍斷手腳，
公開示眾以儆效尤。伊施波設的首級則是合宜地安葬
在元帥押尼珥的墳墓中。
在伊施波設之死的事件上，我們看到上帝的計劃
逐漸顯露，也看到兩組相關人物 (利甲和巴拿，大衛)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從利甲和巴拿的惡行中
受警戒。(1) 這二人身任伊施波設的軍長，在押尼珥身
亡、君民上下喪膽驚惶的時刻 (四1)，理應設法穩定民
心，但他們卻表露出一種投機者的行為一叛殺主人，
投誠政敵。我們看見，變幻動盪的環境往往暴露出真
我。(2) 二人拿著伊施波設的首級見大衛時，還宣稱自
己是耶和華的使者，他們所作的是為大衛王報仇，旁
觀者 (甚至大衛) 都知道二人的企圖是要得賞賜 (參四
10) 或得保障。今天的社會固然有許多人運用手段

利己，但更可怕的是，在教會中也有人操著敬虔的外
貌、屬靈的口號，來滿足個人的私慾，遮掩自己不
良的動機。(3) 利甲和巴拿恐怕從未想到會遭殺身之
禍，詭譎的人遲早會掉在自己所挖的陷坑中，因為上
帝是公義的，而敬畏上帝的人是明察的。
至於大衛，他樹立了一個正面的榜樣：(1) 一個
敬畏上帝的人，以他的信仰和經歷建立行事的原則
(四9)。他不會因為掃羅是在全民面前被撒母耳膏立的
受膏者，而伊施波設只是被押尼珥立為王，來衡量他
們的死對自己的利害關係，而對報消息的人有不同的
反應。(2) 大衛按律法而行 (四11)，顯出他的無私，也
說明上帝的公義。(3) 大衛將伊施波設的首級安葬在
希伯崙，這就是他仁厚的表現。他的真誠無傷，使他
無需用任何手段，就贏得全民的心，臣服他作王 (五
1-3)。
我們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當我們為了一些有
價值的目標、我們覺得符合公平正義的目標而努力的
時候，如果有一些機會或方法讓我們可以比較快速達
成目標，不過所用的方法可能有些投機取巧、不那麼
光明磊落，甚至手段有些違法，我們是否可以採取那
樣的行動呢？我們可以為了達到好的目標而不擇手段
嗎？請問你的答案是什麼呢？請問聖經中的答案是什
麼呢？從今天我們所讀的撒下第四章，我想答案應該
很清楚，對基督徒而言，不單我們追求的目標要正
確，我們採取的方法也要正確，這樣才符合上帝的心
意與法則。
請問面對這樣的抉擇，有機會可能可以迅速解決
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問題和困難，特別還可以幫助到一
些需要幫助的人，要忍耐不採取一些有瑕疵的方法容
不容易？很不容易！最困難的點在於不知道還要等多
久那個問題和困難才會過去。大衛怎麼有辦法拒絕這
樣的試探呢？因為他是一個禱告的人，是一個信靠上
帝的人，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當大衛想要有所行動
時，他總是先求問上帝說，他想這樣做可以不可以？
上帝如何指示大衛，大衛就照著上帝的指示去做，他
用信心來支取上帝的恩典，對上帝的信心讓大衛可以
忍耐、等候而不懼怕、不灰心。大衛也認識上帝是公
義的上帝，所以他知道如果他用不法不義的手段得到
他想要的，將來會有嚴重的後遺症，最後會得不償
失。對上帝的敬畏幫助大衛可以約束自己不採取錯誤
的方法去達到他想要的結果，即使那個結果是上帝應
許的。

題目思考:
1.面對利甲和巴拿帶著伊施波設的首級來見大衛，大
衛有什麼回應？
2.請分享你認為只要目標是正確的，即使使用的是非
常的手段也是可接受的這樣的看法，你同意嗎？你
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