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為東南亞禱告，印尼、越南等國家疫情
不斷升溫，求主保守讓各國政府擬出有效政
策、疫苗也能儘速到位讓疫情得到控制。

台灣:三級警戒延長至7/26，唯7/13起有些微
解封，求主保守讓疫情能持續降溫，人民也
能漸漸回復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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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在放暑假的學生禱告，雖因疫情生活不
便，但仍靠主有平安,且能善用時間，選擇對
自己有益處的活動,過一個快樂又充實的假
期。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即將進入暑假，請為社青成長團體能在線上
繼續進行、先前已報名親職課程學員有機會
轉成線上班禱告，也為其他社區課程疫情解
封前逐步恢復聯繫禱告。
2、 教會關係網絡中有確診者，為他們有力量面
對擔憂、害怕和孤單求主安慰扶持。為在疫
情中工作/收入受影響的肢體禱告。為學生的
暑假生活，有幼兒或學童的家庭禱告。
3、 林永岷執事聲音沙啞日漸嚴重，懇求主帶領
檢查的時程，也求主憐憫醫治。為汪揚弟兄
的媽媽禱告，近因肺癌轉移影響呼吸，同時
開始新的標靶藥物治療，求主憐憫也安慰鼓
勵家人們的心。

～報告事項～

1、 暫停實體聚會 因政府延長三級警戒時間至
7/26日，故目前仍 暫採線上直播，後續將視
政府公告再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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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人  

柒 服事人員表
司會
講員
錄影
投影
鮮花

2021 . 7.11( 日 )
陳貞蓉 教師
鄭信弘 教師
邱皇銘 執事
鄭惠蓁 姐妹
范自強、羅靖蕙

2021 . 7. 18 ( 日 )
潘振宇 弟兄
陳貞蓉 教師
李政憲 弟兄
李佾靜 姐妹
邱美葉 姐妹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7/1
7/3
7/4
7/5

7/6
7/7
7/8
7/9

2021. 7. 4 (日)
十一 2筆
18,500元 支出
160,674元
愛宴 1筆
2,000元
代轉:
十一 1筆
10,000元 A弟兄   ＄2,000元
十一 1筆
8,500元
十一 2筆
8,500元
感恩 2筆
4,000元
建堂 1筆
10,000元
十一 2筆
4,500元
建堂 1筆
500元
十一 2筆
28,000元
十一 3筆
15,300元
主日 2筆
5,000元
鮮花 1筆
1,000元
十一 3筆
11,500元

玖 慈恩堂
2021. 7.4 (日)
主日(含線上)
37人 收入
連線小組
27人 支出

27,550元
78,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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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聖靈降臨後第七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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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廿章1~22;箴三5~6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智慧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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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泉源】-祢是我喜樂泉源 祢使我歡欣跳躍
祢使我自由飛翔 不再被罪惡捆綁
祢是我永生盼望 祢愛有無比力量
從今時直到永遠 祢應許不會改變
祢的寶血 有能力能醫治一切的傷口
祢的復活 能改變一切的咒詛成為祝福
我們要高舉祢聖名 祢配得所有最大的讚美
我們要用全心 和全意來敬拜祢
我們要歡迎祢來臨 願祢來設立寶座在這裡
我們要張開口 不停讚美祢

--【主祢是我力量】-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祢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到永遠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臺
堅固磐石 我信靠祢必不動搖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難所
我的盼望 只在乎祢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宇宙的中心 耶穌 世界的中心 耶穌
萬物都本於祢 屬於祢 歸於祢 祢是榮耀君王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渴望看見祢的彰顯
呼求祢來翻轉震動這土地 復興我們聖潔的熱情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同心高舉祢聖潔的名
呼求天窗打開 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歡迎君王降臨
大大張口 大大充滿 恩膏如雨 澆灌這地
眼未看見 耳未聽見 渴慕更多看見祢的榮面

叁 本週話語教材
面對兩難的困境                       ⊙陳貞蓉教師
經文：撒下18:28-33；19:1-15
聖經告訴我們，神向我們所懷的是賜平安的意
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我們末後有指望，上帝
的心意是要賜給我們平安，但我們也要盡上自己的責
任，讓神的旨意沒有攔阻的臨到我們身上，神的旨意
成就＝神的工作＋人的擺上，信心＝相信的心志＋順
服的行動，神會為我們開道路製造一些機會，我們要
抓住機會盡力去做，把結果交在上帝手中。今天我們
就要透過撒母耳記下第十九章，大衛面對押沙龍叛變
被殺，來和大家探討如何面對兩難的困境。
一、人生中的兩難處境
1. 現實中的兩難
大衛面臨到一個兩難的處境，大衛的親生兒子押
沙龍叛變，戰爭最好的結果就是戰爭得勝然後又生擒
押沙龍，但事與願違，雖然戰爭勝利，但親生兒子卻
被殺。在我們的人生中是否也常遇到這樣令我們感到
兩難的狀況呢？例：台灣三級警戒何時解封。與先生
關係緊張卻發現懷孕、疫情下健康和經濟的兩難等。
2. 情感和理性的矛盾兩難
除了現實中會有兩難的狀況，我們也常會遇到情
感與理性的矛盾兩難，大衛面對戰爭勝利，但他親生
兒子被殺，戰爭勝利的喜悅和喪子之痛相比，實在是
無法比較，大衛在這個時候不顧旁人的想法，表達了
他的喪子之痛，這也是人之常情。但他這樣的表達卻
帶給跟隨他的人很大的困惑和打擊，這讓跟隨大衛的
百姓覺得是不是自己做錯事情，難道大衛希望我們都
死而他的孩子活著嗎？大衛的反應讓跟隨他的人無所
適從，整個得勝的喜悅也完全被澆滅，如果大衛任憑
自己陷在這樣兩難的情境，以及自己的喪子之痛裡，
那整個國家可能都會持續混亂下去。
大衛的反應其實是人之常情，在我們的生活中也
常面對情感和理性的矛盾，例：第一線醫護人員。有
時候理性明明知道哪個選擇比較好，但情感方面就是
放不下，面對這些種種的兩難處境，時常會讓我們感
到無助和焦慮。
二、如何面對兩難困境
1. 明白上帝的旨意
當大衛沈浸在喪子之痛裡，殺他兒子的兇手約押
還來責備他，可是約押說的也實在是有道理，只是這
些話要吞下去真的很困難，我們看到大衛的反應，他
很快的就收起自己的悲傷，回到他的角色上把人民重
新召聚起來，他是怎麼辦到的？我相信一個部份是他
深知上帝的心意，大衛之前在他犯罪之後，先知拿單
來和他宣告上帝的審判，他和拔示巴淫亂所生的兒子
會死，撒母耳記下十二章13-23節那裡記載，他知道
上帝是有恩典憐憫的神，所以他禁食為孩子祈求，希
望上帝憐憫讓孩子不死，但審判終究臨到，他也就接
受他犯罪帶來的後果；在這裡也是，他明白上帝的心
意，所以他在兩難的處境中做出正確的行動，回到我

們自己身上，當我們遇到兩難的處境，我們要如何明
白上帝的旨意，做出正確的行動呢？
我們可以從五個方面來明白上帝的旨意為何：
第一，就是當負的責任。在撒母耳記下十九章
11-13節那裡，大衛為自己回宮做預備，也公開懲戒約
押，表明他國王的地位，重新宣誓自己是上帝所設立
的王，大衛的行動挽回了猶大人的心。我們每個人也
都有我們當負的責任，當我們處於兩難的困境時，我
們也可以想想，在這兩難的情境中，我當負的責任是
什麼？可能我們就會有個方向，明白上帝在這件事上
的心意。
第二個明白上帝旨意的原則，就是聖經的教
導，當我們遇到兩難的處境，我們可以回頭去讀上
帝的話，從聖經的原則裡去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三
個原則，就是聖靈的引導，聖靈是我們隨時的幫
助，當我們處於兩難中，我們可以尋求聖靈的引
導，這些原則都不會衝突，聖靈的引導一定合乎聖
經，也不會要我們不負責任，這些原則都可以互相
交互查驗。
第四個原則，就是環境的印證，上帝的心意會
透過環境來顯明，我們看今天所讀的經文，上帝讓
大衛的軍隊得勝，這是一個環境的印證，當押沙龍
死後整個氛圍都對大衛回去做王有利，後來大衛又
做一些行動之後，「如此就挽回猶大眾人的心，如
同一人的心。他們便打發人去見王，說：請王和王
的一切臣僕回來。」神會透過環境來動工，來向我
們顯明祂的旨意。
最後一個原則，就是肢體的查驗，上帝的心意
不會只向一個人顯明，也會向祂其他的百姓顯現，
我們看到大衛這個事件裡頭就有許多人一起，約押
大膽的向大衛進諫，撒督和亞比亞他的協助，亞瑪
撒的投誠，以及那些猶大長老，這些是上帝的作
為，上帝把相同的意念放在祂的百姓心裡，讓他們
同心要迎回大衛當王，當我們在尋求上帝心意時，
可以請信任的弟兄姐妹一起禱告查驗，也可以幫助
我們補足我們的盲點。
以上五個原則可以幫助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為
何，不過就算我們明白了上帝的旨意，但我們情感
過不去，我們的心過不去，在兩難的矛盾中還是會
被困住，無法付諸行動。有時候要順服神的旨意，
也很有挑戰，就如同這裡大衛的處境，他的傷痛很
真實，他是如何勝過自己的情感，讓自己可以提起
勁來做該做的事？
2. 把情緒帶到神面前，求神讓我們能做該做的事
我們可以從詩篇裡找到答案，大衛把他的情緒
帶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處理，然後倚靠上帝來
釋放他的情緒，大衛是透過寫來抒發他的情感，讓
神來釋放他心裡的一切痛苦悲傷，這也是我們能做
的事，我們可以用寫的，也可以用聽的，有些人在
詩歌中特別容易有感動，特別容易被聖靈觸動，當
然除了聽跟寫，我們也可以透過讀聖經，以及禱
告，來到上帝面前，透過聽說讀寫適合自己的方
式，把我們的情緒帶到神面前，並且求神幫助我們

有能力做該做的事，我們一定要面對自己的情緒，
不要讓悲傷，恐懼，憤怒等強烈的負面情緒掌控你
的人生。大衛差點因著自己對押沙龍的喪子之痛
而毀了自己的前途，失去人民的信任。強烈的情緒
下會使人無法做對的事，比方現在的疫情，如果我
們內心深懷著對病毒的恐懼，我們的生活都會被這
樣的恐懼癱瘓，整個人都會停擺。我們一定要先安
置好自己的心，先處理好心情再處理事情。如果我
們的心處於忙亂或焦慮裡，那我們就會感到很無助
徬徨，像無頭蒼蠅一樣，但一旦我們先來到上帝面
前，把自己的心安定下來，安置好自己的內心，那
麼不論遇到再大的難關，上帝與我們同在必賜下夠
用的恩典，聖靈是我們隨時的力量和幫助，我們就
可以尋求神，向神支取力量來面對兩難和挑戰。
人生中時常會遇到兩難的困境，有時真的會卡
住，不知如何突破，然而神是我們兩難中的幫助和出
路，事實上上帝也曾面對兩難的困境，當亞當和夏娃
犯罪後，上帝就陷入兩難的困境，公義聖潔的神一定
要做出定罪和審判，但神不願意眼睜睜看著祂所愛的
人死在罪中，「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上帝最
終為了我們，讓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成為人，以無
罪之身為我們的罪上了十字架；耶穌也是「他本有神
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
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穌在上十字架前，面對自己肉體的軟弱和天父旨意
的兩難，在客西馬尼園也是極其掙扎，甚至也和天父
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天父、耶穌他們在理性和情感兩難的困境中，因
著對人類的愛至終選擇了犧牲的路，成就了救贖大
功，我們所遭遇的一切，和他們相比，真的是小巫見
大巫，但神都接納，也了解我們的軟弱和掙扎，就如
同現在我們面對新冠肺炎，面對我們一些人際關係，
我們可能都正面臨一些兩難的挑戰，這個時候更重要
的就是先來到上帝面前，先讓我們的心安靜安定下
來，去明白上帝在我們所困擾的事上的心意是什麼，
並且求神賜下力量和智慧，甚至在環境中動工，幫助
我們可以做出正確的行動，靠著上帝所賜的能力，來
突破兩難的困境，例：懷孕時面臨的兩難。上帝昨
日、今日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也願主賜福大家，不
論現在正遇到什麼樣兩難的困境，要知道上帝是我們
兩難困境中的出路和幫助，詩篇125篇1-2節說：倚靠
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眾山怎樣圍繞耶
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
遠。願神的話成就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題目思考:
1.今天信息中令你感受最深的內容是什麼？
2.你目前是否正面對什麼兩難處境，透過今天的信
息，是否對你有什麼提醒和幫助？
3.「神是我們兩難中的幫助和出路」如何應用在自己
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