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印度Delta變種病毒現已傳播到80個國
家，恐帶來另一波大流行，求主保守讓疫苗
能有效阻斷病毒傳播，疫情能逐步趨緩。

台灣:感謝主，梅雨帶來豐沛雨水疏解旱象，
求主持續賜福讓全台免於乾旱危機，也保守
民眾能養成節約用水珍惜資源的好習慣。

教會
1、 因疫情升高，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出入平安，
注意防疫措施，並配合政府能在家自主管
理，同時仍仰望主恩，與主親近，挪去心中
憂慮恐懼，身心靈得著安息。
2、 雖無實體聚會，肢體仍能使用電話及各類通
訊軟體，與家人與肢體彼此關懷；同時對經
濟受影響的肢體能提供扶持與幫助。
3、 預計6/15開始針對高齡和照顧機構長者施打
疫苗，求主保守看顧施打過程順利，能有效
產生保護力，且没有太大的負作用。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疫情期間，為各小組在線上的連結禱告，彼
此關懷守望，信心被堅固，愛神愛人的心更
加增禱告。
2、 為各級學校學生進入期末考階段，不論預備
線上考試或繳交期末報告，都求主加添智
慧、能力。也為因疫情須暫停工作的林永岷
執事、陳星羽姊妹、簡盈文姊妹禱告，求主
供應，補足他們的缺欠和需要。
3、 長者已開始施打疫苗，請為施打疫苗後，有
好的適應禱告。也求主看顧家中的長輩，疫
情中有時處於焦慮、壓力、驚恐和不安的害
怕中，為學習彼此傾聽，將重擔交託主禱
告。

～報告事項～

1、 暫停實體聚會 暫採線上直播，6/28後將視疫
情再調整。
2、 奉獻方式 實體聚會暫停，奉獻請改用轉帳或匯
款，帳號如下：彰化銀行東門分行，5109-01001359-31，財團法人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如有
奉獻再請備註欄註明身份。

伍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 時間
線上主日

地點
正堂

人數
64人  

柒 服事人員表
司會
講員
錄影
投影
鮮花奉獻

2021 . 6.20( 日 )
陳貞蓉 教師
鄭信弘 教師
邱皇銘 執事
李佾靜 姐妹
龍乃詒 弟兄

2021 . 6. 27 ( 日 )
林慶豐 執事
李憶珠 傳道
李政憲 弟兄
馮薪庭 姐妹
謝炳山 弟兄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6/11 十一 1筆
6/13 十一 3筆
宣教 1筆
6/16 十一 2筆
宣教 1筆
6/18 十一 1筆

2021. 5. 30 (日)
4,000元 支出
255,910元
21,200元
代轉:
6,600元
14,000元
2,000元
4,000元

玖 慈恩堂
2021. 6.13 (日)
主日(含線上)
35人 收入
連線小組
26人 支出

28,300元
158,028元

救恩堂網站
教會及時公告將會擺放網站提供會友查詢。
網址：http://www.glc.org.tw/  

網址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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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0日 聖靈降臨後第四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陳貞蓉教師
二、敬拜……………………………線上
三、禱告、讀經、認信……陳貞蓉教師
經文：撒母耳記下18：19～33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憂傷的父
五、奉獻……………………陳貞蓉教師
六、報告……………………陳貞蓉教師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祢的救恩是我盼望
雖然橄欖樹不效力 也許葡萄樹不結果
我仍因救我的神歡欣快樂
我要讚美 無論得時或不得時
我要讚美 每天從日出到日落
我心堅定於祢 每天讚美不停
我要讚美 跳舞讚美
我要讚美 自由讚美
大聲歡呼 祢是永遠 得勝君王

--【醫治的愛】-在泥濘深谷中 祢領我走出來
我跌跌又撞撞 是祢扶我站起來
我滿身是傷痕 祢將我抱起來
我在祢的懷中 甦醒過來
耶穌的愛 醫治了我的心 破碎的生命 完整起來
心中又燃起 光明的期待 再一次 勇敢將自己敞開
耶穌的愛 剛強了我的心 信心的翅膀 再飛起來
飛越每一個 高山和低谷 感謝耶穌 醫治的愛

--【君王就在這裡】-聖潔耶穌 祢寶座在這裡
哈利路亞 祢榮耀在這裡
君王就在這裡 我們歡然獻祭
擁戴祢為王 榮耀都歸於祢
君王就在這裡 大能彰顯這地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主耶穌
更多更多來高舉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呼喊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承認祢是主 直到那日 我再見祢的面

叁 本週話語教材
神無盡的保守     
⊙陳貞蓉教師
經文：撒下16章15~23節;17章1-29節
上帝是為我們開路，使我們不致無路可走的神，
這句話是今天我們所讀的這段故事裡，上帝在大衛
身上成就的事。從撒母耳記下十三章到二十章，都在
描述押沙龍這個事件的始末，上帝讓我們很細微的看
這整件事的發展，我相信有祂的心意在當中。上帝要
透過這段經文帶給現在身處疫情危機的我們安慰和盼
望，讓我們看到神在那信靠祂的人身上那無盡的保
守，『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
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
(申32:10)我們屬神的兒女，都是神的心上人，耶和華
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
願主幫助我們每個人，讓我們不論現在處在什麼景況
中，能夠因神的話得平安，得安慰，有能力來面對現
今的艱難和挑戰。
一、世人的謀算
撒母耳記下十六章15節這裡，我們看到押沙龍進
到耶路撒冷，他身邊有一個很厲害的參謀亞希多弗，
「那時亞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問神的話一樣；
他昔日給大衛，今日給押沙龍所出的主意，都是這
樣。」他給押沙龍出了兩個主意，他這兩個計謀的特
質，就是快、狠、準，非常有效率，而且一針見血，
彈無虛發，槍槍對準要害。亞希多弗提出的兩個計
策，第一個計策在十六章押沙龍馬上就採納實行，第
二個更狠毒的計謀，要把已經當王幾十年，為這個國
家這麼有貢獻的王大衛殺掉，撒母耳記下十七章第四
節很可怕：押沙龍和以色列的長老都以這話為美。押
沙龍是要篡位取代大衛的人他覺得好就算了，這些以
色列的長老，可能都還曾經受過大衛恩惠的人也覺得
很好，這是什麼狀況？
聖經裡所描述的許多狀況，也就是這個世界的真
實景況，這裡所描述的，就是要讓我們看見世人的
反覆無常。聖經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裡每一個人都
是罪人，其中最顯而易見的罪，就是自私，對這些長
老來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
是千古通行的道理，許多人在動盪的時候選擇當牆頭
草，但這不是上帝喜悅的，神喜悅我們忠心、正直、
專心跟隨祂。
二、神奇妙的保守
很特別的，雖然第四節押沙龍和以色列長老都覺
得亞希多弗的計策很好，但押沙龍沒有直接採納，
他竟然還要聽聽另一個人的意見，這個人是亞基人戶
篩，他被大衛安排假意投靠押沙龍，目的就是要破壞
亞希多弗的計謀。為什麼押沙龍不直接採納亞希多弗
的意見？如果他採納了亞希多弗的建議，那麼歷史很
可能就會改寫，押沙龍可能就真的成功篡位為以色列
第三任國王了。而事情會這樣發展，押沙龍會有這些
意念背後，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上帝的手。
撒下15:31和撒下17:14清楚的描述了事情會如此發
展，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因為上帝耶和華定意要破壞亞

希多弗的良謀。人的軟弱會使人做出錯誤的選擇，押
沙龍的驕傲和自信，讓他做了錯誤的決策自掘墳墓，
而神的作為卻不被人的軟弱和錯誤限制，因神的智慧
超乎人的想像。對於大衛來說，他倉皇而逃，又遇到
示每這樣的酸民攻擊他，如果押沙龍這時直接採納了
亞希多弗的意見，那麼他當晚可能就沒命了，這是最
糟糕的狀況。我們活在這個世上會遇到很多的患難困
難，現在的疫情所帶來的困境就是一例，撒旦想方設
法要偷竊、殺害、毀壞我們的生命，牠想辦法要讓我
們落入最糟糕的景況，無法翻身之地，但我們看到只
要上帝不許可，牠也無可耐何，無法越雷池一步。
就如同在今天這段經文中，大衛幾乎離死亡只有
一步之遙，可是後來因為押沙龍不採納亞希多弗的建
議，採納了戶篩的建議，從全以色列召集大軍要來攻
打大衛，這個緩兵之計讓大衛可以逃到瑪哈念，加上
押沙龍召集大軍的時間，讓大衛可以鬆口氣重新整頓
他的軍隊，讓整個局勢翻轉。
不過我們要更細來看這段經文，整個故事環環相
扣，當戶篩和押沙龍提出他的意見，得到大家的認可
之後，他當務之急就是要把這個消息告訴大衛，所以
15-16節戶篩趕緊將現在的狀況告訴大衛安排在京城的
臥底，17節那裡他們兩個祭司的兒子約拿單和亞希瑪
斯在隱羅結那裡等候，撒督和亞比亞他派了一個使女
出來，和他們傳遞這個訊息，結果居然被一個童子看
見，去給押沙龍報信，約拿單和亞希瑪斯就趕快找地
方躲起來，他們來到了巴戶琳，躲進了某人的家裡，
巴戶琳這個地方居住著許多便雅憫人。沒想到這裡居
然有人起來幫助大衛，幫助約拿單和亞希瑪斯躲藏起
來。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當我們在困苦當中很容
易很緊張焦慮，覺得自己異常孤單，甚至感覺草木皆
兵，但當我們投靠上帝，祂會在我們身邊為我們安排
天使和貴人，而且這裡沒有寫那位婦人的名字，很重
要就是要讓我們看到不是那個人，而是背後掌權的
神，保守約拿單和亞希瑪斯不被押沙龍抓住。例：衛
老牧師年輕的經歷。
天底下所有的事情可以分成三種事，第一就是我
們自己的事，比方我的反應、選擇、眼光、想法、價
值觀、行為、態度以及信仰，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可以
控制的範圍。第二就是外在環境的事，比方過往的失
敗或錯誤、別人的態度、思想、行為、別人的批評、
政府政策、天氣、病毒等等，這些我都可以關切，但
我們無法掌控。第三就是上帝的事。然而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把這些外在環境、我們所無法掌控的事交託
在上帝面前，讓它變成上帝的事，那麼我們相信上帝
會有最好的安排，上帝有最好的時間表，上帝有完全
的能力和智慧，人的軟弱和罪會使人做出錯誤的選擇
和行動，而神的能力和作為卻不被人的軟弱和錯誤限
制，因神的智慧超乎人的想像，祂可以化咒詛為祝
福，化阻力為助力。
三、盡人事、聽天命
在這裡我們看到上帝奇妙的保守，讓約拿單和亞
希瑪斯順利來到大衛面前把戶篩的口信傳遞給他，所
以大衛當晚就迅速行動，帶領所有跟隨他的人渡過約
但河，之後來到瑪哈念，然後這裡描述有三個人帶了

一些物資來資助大衛，上帝讓這些看起來和大衛並不
親近的人在這時候雪中送炭，讓我們看到上帝奇妙的
預備安排，有時神在我們困難的時候，感動一些平常
和我們並不常來往的人，成為我們適時的幫助，這更
顯出是來自於上帝的恩典。例：一個姐妹的經歷。
上帝讓大衛在最危急的時候保守他，使大衛化險
為夷，最深最暗的黑夜總是黎明來臨的前一刻，有時
神的作為實在讓人無法測透，在當下也讓人膽戰心
驚，著實是在操練我們對祂的信心，例：以斯帖記裡
國王怎麼會睡不著覺，然後吩咐人來念歷史來讀，居
然會剛好讀到末底改救了亞哈隨魯王的這件事，這些
也都太巧了吧！在我們的生活中有時也會遇到這樣的
狀況，例：藝起發光被神保守。上帝的意念高過人的
意念，可能現在許多人每天看著電視新聞報導今天多
少人確診，多少人死亡，每個數字都牽動著我們的
心，這些不只是數字，而是一個個靈魂，一個個生
命，但如果我們被這些外在環境不斷牽引我們的心，
影響我們的態度，甚至對神產生質疑，那我們就中了
魔鬼的計，他就是希望我們被這些我們無法掌控的事
搞得雞飛狗跳，讓我們裡頭的喜樂平安被奪走。
我們要記得剛才所說這天底下的三種事，把界線
拉出來，我們除了能夠把我們自己能做的事做好，把
自己的防疫、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顧好，那些外
在環境我們所無法控制的事，我們就是要交託給上
帝，求主在這些事上動工掌權。我們相信上帝能夠讓
押沙龍在關鍵時刻摒棄亞希多弗的良謀，讓亞哈隨魯
王在關鍵時刻晚上睡不著覺起來讀歷史，相信上帝如
今也仍掌權動工，求神幫助我們在現在這不容易的時
刻，更加緊緊抓住上帝的話語，讓我們經歷神這無盡
的保守恩典。例：楊恩典的經歷。
有時上帝允許困境臨到我們，是要讓我們更多看
見我們自己的光景狀態，經歷祂的恩典保守，只是我
們的生命在被這些困境磨壓的時候，被壓出來的是滿
滿的苦水，滿滿的抱怨苦毒，還是恩典的脂油，讓人
看到困境也無法打倒我們，因為我們背後有最大的靠
山：上帝。如同大衛在這重壓中仍然堅信祂的上帝，
我們看見大衛在這一切患難困難中，寫出這一篇篇感
動人感動神的詩篇，我們前兩週所讀的詩篇第三篇，
還有第四篇，都是他在被押沙龍追殺的時候寫出來
的，他在這些挑戰裡不忘緊緊跟隨上帝，也看見上帝
無盡的保守在他的身上。上帝昔在、今在、永遠都是
一樣的，神的信實和慈愛，以及祂無盡的保守，在大
衛遭遇困苦時保守了他，拯救了他。如今我們許多人
也處於困苦壓力裡，盼望這信實慈愛的神，祂無盡的
保守，也臨到我們每個人身上，也求神幫助我們，在
這困難挑戰當中能夠看見那雙看不見的手，其實厚實
的把我們捧在祂的手心裡，深深保守著我們。

題目思考:
1.今天的信息帶給你什麼收穫和提醒？
2.你是否容易被外在環境影響？如何拉出界線，可以
怎麼做？
3.在這次疫情中，是否有經歷到神奇妙的恩典保守?讓
我們向神獻上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