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日前海地總統遇刺身亡，海地是西半球
唯一一劑疫苗也沒施打的國家，求主保守海
地局勢，讓政府不淪於空轉，人民塗炭生靈

台灣:花蓮地震頻傳，自7/7到目前為止已超過
八十次有感地震，求主保守讓地瞉適當釋放
能量，不引發強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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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解封的時刻，求主賜為教會同工智慧，
為後續各項實體聚會，能依規定計劃防疫措
施，以保護肢體同時兼顧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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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職 課 程 線 上 班 本 週 四 開 始 ， 未 來 還 有 三
次；福音太極解封前能順利拍攝影片促進聯
繫；為八月之後團隊外展規劃禱告，有適合
弟兄姊妹參與且發揮恩賜的方案。
2、 林 永 岷 執 事 聲 音 沙 啞 ， 求 主 帶 領 檢 查 的 時
程，並求主憐憫醫治。為汪媽媽禱告，感謝
主預備有耐心的醫師，即將開始化療，求主
憐憫醫治也安慰鼓勵家人們的心。
3、 為疫情中工作、家庭經濟受到衝擊的禱告，
求主開路預備機會，等候中有喜樂平安；為
今年畢業面臨求職或職場競爭受挫的年輕人
禱告，求主安慰，找到人生的使命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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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人  

柒 服事人員表
司會
講員
錄影
投影
鮮花

2021 . 7.18( 日 )
潘振宇 弟兄
陳貞蓉 教師
蔡孟勳 弟兄
李佾靜 姐妹
邱美葉 姐妹

2021 . 7. 25 ( 日 )
陳貞蓉 教師
鄭信弘 教師
邱皇銘 執事
李佾靜 姐妹
傅之穎 姐妹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7/1
7/10
7/11
7/12
7/13

宣教 1筆
十一 1筆
十一 1筆
十一 1筆
十一 7筆
主日 1筆
感恩 1筆
宣教 2筆
鮮花 1筆
7/14 十一 1筆
7/15 十一 1筆
     1筆
7/16 感恩 1筆

2021. 7. 11 (日)
1,000元 支出
---元
4,500元
代轉:
3,400元
8,000元
65,000元
20元
2,000元
12,000元
1,000元
20,000元
3,000元
2,000元
10,000元

玖 慈恩堂
2021. 7.11 (日)
主日(含線上)
39人 收入
連線小組
29人 支出

22,400元
8,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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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聖靈降臨後第八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潘振宇弟兄
二、敬拜……………………………線上
三、禱告、讀經、認信……潘振宇弟兄
經文：撒下廿一1-9;13-14

四、證道……………………陳貞蓉教師
面對歷史的包袱
五、奉獻……………………潘振宇弟兄
六、報告……………………潘振宇弟兄
七、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這是耶和華所定日子】-這是耶和華所定日子 神的兒女當歡呼喜樂
耶和華已戰勝仇敵 戰勝仇敵
全地大聲歡呼
這是耶和華所定日子 神的兒女當歡呼喜樂
耶和華已戰勝仇敵 戰勝仇敵
全地大聲歡呼
耶和華是我力量 我心中一切的盼望
耶和華是我的詩歌 又是我的拯救
神子民行走全地 報好消息宣告祢的名
高舉得勝的旌旗 我們稱謝祢 祢是我神

--【圍繞我】-我的主啊 我要等候祢聲音 安靜等候祢
渴慕更多親近祢 世上的一切比不過祢的同在
在祢殿中一日 勝過我在世上千日
眾山圍繞耶路撒冷 祢必圍繞我
主我降服在祢大能愛中 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
祢不離開我 祢是我的盼望 我避難所
倚靠耶和華的人 好像錫安山
安穩坐鎮 永不動搖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耶和華也照樣圍繞祂的百姓 直到永永遠遠

--【唯獨依靠祢】-若非祢流出寶血贖回我 我怎能有機會重新來過
看見我所有罪惡和軟弱 祢卻用完全的愛接納我
雖然我曾有失信遠離過 但祢信實仍緊緊抓住我
學會放手不再靠自己活 只誇耀祢一切為我所做
唯獨依靠祢 唯獨依靠祢
無價的寶血 映出真實的我 多麼不等價的替換
唯獨依靠祢 唯獨依靠祢 成就永恆 堅定不移的約
天涯海角祢把我尋回 耶穌
因祢的寶血 恩典的寶血 修補一切 再次立約
因祢的寶血 犧牲的寶血 坦然無懼 到祢面前
無瑕疵的愛 來到破碎的我 面前

叁 本週話語教材
智慧人的抉擇                         ⊙鄭信弘教師
經文：撒下廿章;箴三5~6
當我們說一個人有智慧，這代表什麼意思?若認
為一個人有聰明智慧，多半指他的智商很高是資優
生，或能力很強，社會多半認定這類人是有智慧的;相
反地，IQ不高，學歷普通，資質平庸，我們不會認為
他是智慧人。但從世界來的想法與聖經所認定的聰明
智慧，並不相同。那麼不一樣在那?這個世界對智慧
的看法和聖經的角度又有何差別?
若按著聖經解釋，智慧指的是上帝賜給我們，當
人面對各樣人生問題時，擁有正確抉擇的能力;它從上
帝而來，是神主動賞賜，只要願謙卑領受就能得著。
所以智慧必出自上帝的話，即聖經的教導，也是聖靈
對人心的光照與帶領，而非出自於人的認知或想法;相
反地，若一個人，不懂得為人處世，而用自己的想法
做裁決，這樣的人，聖經稱他為愚昧人。因此從聖經
的角度來看，決定一個人是智慧人或是愚昧人，往往
與我們的智商，IQ，受的教育程度，或能力高低，並
没有太大的關係，反而與我們為人處世，是否按著上
帝的旨意來有關。
好比耶穌的時代，跟隨他的門徒，並非都受到很
好的教育或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不像文士或法利賽
人，對律法或摩西五經很熟悉;相反地，他們的職業多
半是漁夫、稅吏。當然，並不是說受良好教育的人就
無法跟隨耶穌，好比保羅，他從小就受嚴格的猶太教
育，對舊約知識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上帝啓示他，使
他寫出許多新約書卷，我們承認有這些天賦才能，可
以帶來加分的效果，但絶對不是成為智慧人的關鍵因
素。有智慧的人一定是敬畏神，連結並親近神，如同
枝子連結於葡萄樹，且按著主的教導，落實在生活之
中。箴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
是聰明(箴九10)，所以一個人是否有智慧，在於他是
否敬畏、親近上帝，願被祂掌管，並在生活中實踐神
的教導。
今天分別來看示巴、約押和有智慧的婦人，他們
同是上帝的兒女，但並非都會順服上帝的帶領，遵
行神的旨意。示巴和約押在關鍵時刻，依靠自己的野
心，而成為愚昧人;而名不見經傳，有智慧的婦人，
卻能化解滅城的危機，這當中的差別值得我們仔細思
考。
一、示巴反叛大衛
在18章，大衛雖然解決被兒子押沙龍追殺的危
機，但此刻卻又面臨另一個重大的危機，就是示巴
的叛變，聖經說他是個匪徒，他吹號角與以色列人
說: 「我們與大衛無分，與耶西的兒子無涉。以色列
人哪，你們各回各家去吧！」經他宣傳引起很大的騷
動，因此北方支派受到影響，不願意跟隨大衛，反倒
跟從示巴。
示巴是聰明人，懂得把握時機，能觀察並看出北
方支派和南方支派間的矛盾，離間他們們與大衛的關
係。對大衛而言，示巴所產生的危機遠比押沙龍叛

變的危機更大，因處理不好很可能造成國家分裂。示
巴只在乎自己想法並且是憑血氣行事的人，他貶低大
衛，就是不尊重上帝，最後他的下場就是在亞比拉城
被殺。

對照大衛面對掃羅王對他的迫害，有很大的不
一樣。大衛本有機會把殺死掃羅，但他卻不願貶低
上帝所膏立的君王，同時選擇饒恕。即便掃羅並不
稱職，大衛仍願降服在上帝所設立的權柄下，就算
自己受迫害，仍願尊主為大，向神禱告，這就是示
巴和大衛最大的不同。示巴計算自己的利益，但大
衛看重上帝的權柄高過自己所受的委曲，而願意犠
牲自己。
二、約押悖逆大衛
經文提到約押到基遍找亞瑪撒，之後以非常卑
鄙的手段將他殺外死，在撒母耳記下，有許多地方
特別描述約押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好比大衛想要
重用押尼耳為統帥而非約押，約押暗地裏設下詭
計，假意要找押尼珥說機密的話，引他到山洞裏
面，趁機將他活活刺死;另還有烏利亞，當約押接
獲大衛的信，要他將烏利亞派送敵方陣營，然後讓
烏利亞失去後援，使他戰死沙場，這見不得光的事
情，使得約押握有大衛密謀殺人的把柄，也使大衛
對約押也有所忌憚，因此他有恃無恐，違背軍令，
殺死押沙龍。
這次面對亞瑪撒也是如此，亞瑪撒曾經當過押
沙龍部隊的統帥，大衛或許是因政治上的考量，加
上欲提防約押軍權擴大，所以任命亞瑪撒擔任統
帥，同時接收押沙龍剩餘的部隊，只是很可惜，亞
瑪撒並沒有按時完成大衛交付的任務。接著大衛改
派亞比篩去追捕示巴，只是追捕示巴的途中，軍隊
卻往基遍找亞瑪撒，接著約押假意向亞瑪撒問安，
趁與他親嘴時，用刀把他殺死，單憑他暗箭殺人這
樣的行為，就知道約押是個心狠手辣之人。
這裏看到約押用不擇手段的方式，將亞瑪撒殺
死。可見約押每逄打戰時，表面上顯出對大衛的忠
心，但內心卻不尊重，也不順服大衛的命令，他只
按自己的意思行事，透過剷除對手，鞏固軍中職
位。因此大衛王臨終前還提醒所羅門王一件事，，
特別交代要小心約押，要提防他的野心。最後約押
的下場就被所羅門王叫人給殺了。(王上二5~6)
三、智慧的婦人
這位智慧婦人精明、果斷，同時義無反顧，在
城還没有被攻陷時，就趕緊要求和約押對話，他義
正詞嚴地質詢約押，使約押不敢輕舉妄動，接著這
智慧的婦人，毫不猶豫地答應約押的要求，最後交
出示巴的首級，化解了滅城的危機。這位智慧婦人
和示巴與約押有何不同?
首先，她不像洗巴或約押，在乎個人的利益，
而是關心群體百姓的生命。每當我們願意幫助危難
中的人時，相信上帝一定會為我們開路，因上帝看

顧卑微弱小的人。利未記提到，在收割莊稼時，不
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要留給窮人和
寄居的(利19:9~10)。上帝常提醒我們，不要只顧自
己，而是要顧念他人的需要。
再者這婦人知道如何有智慧地說服元帥約押，她
說:「我們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
你為何要毀壞以色列中的大城，吞滅耶和華的產業
呢？」婦人心中思念上帝，上帝就賜她智慧的言語，
接著一步步引導約押按著上帝的律法辦事。提醒約
押，若使用刀劍攻擊亞比拉城，恐流無辜人的血，而
這城裏的百姓愛好和平，且忠厚善良，若毀壞這城，
就是吞滅耶和華產業。婦人按著上帝的心意，說之以
理，動之以情，為上帝的產業，挺身而出!婦人以她
的智慧，拯救了亞比拉城裏的百姓，也阻止約押對他
們的攻擊。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
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箴
言三5~6)。婦人提醒了我們何謂智慧?就是高舉主名，
持守上帝的真理和教導，又以此引導人走在上帝旨意
中，並且要懂得以大局和他人的益處著想，而不是本
位主義，只顧慮到自己。
因此當面對抉擇時，我們應尋求上帝，並把握時
機，用合宜的言行做正確的事情。聖經中雖然沒有記
載這個婦人的名字，同時她没有軍隊，力量也微薄，
但上帝卻使用她，避免國家分裂。今天求主使用微小
的我們，成為和平的使者，在撕裂紛爭中帶來和平，
成為他人的幫助。
結語:
傳道書說:智慧勝過勇力;智慧勝過打仗兵器(傳九16、
18)，在智慧婦人對約押曉以大義之下，勇猛慓悍的
約押也不得不屈服了。這婦人並没有小看自己，她相
信只要按著上帝的心意而行，暴力和血腥是可以避免
的。今天我們也需要得著這樣的智慧，就算這個世界
多麼黑暗，或身處困境，只要在眼前的艱難中轉向
神，並依靠祂的信實和慈愛，祂必定賜我們智慧，在
困境中為我們開一條出路，使我們能重新得力，跨過
眼前的困難。以弗所書說:「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
像無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把握時機，因為現今
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五15-18)，願主的話再次勸勉與激勵我們!

題目思考:
1.請問世間的智慧和聖經中的智慧有何不同?你同意
嗎?
2.示巴、約押、智慧的婦人，在面臨抉擇時，你認為
最大的差別為何?上帝使用名不見經傳的婦人，化解
滅城的危機，當中有值得學習之處嗎?
3.如何領受上帝所賜的智慧?分享自己是否曾按著上帝
的智慧處理困境?結果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