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緬甸自2月爆發政變後，局勢動盪不安，
最近疫情亦急速升溫，求主掌權保守讓政變
能快快落幕，疫情也得到幫助能控制下來。

台灣:即將進入農曆七月，求主掌權引導將平
安放置在百姓心裡，破除傳統迷信和鬼神祭
拜的黑暗勢力，引百姓出黑暗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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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兒童線上青春啟航營會，順利結束，
願主持續在孩子心中動工，有豐富的領受。
3、 丁勖倫弟兄的母親邵淑文姐妺，今早作冠狀
動脈繞道手術，求主醫治眷顧；金正坤姐妹
因搬家過勞，願主保守，早日恢復體力;邱
皇銘執事母親開刀後在加護病房恢復中，願
主賜福早日康復；馮薪庭姊妹的父親昨日離
逝，求主安慰家人憂傷的心。
景美慈恩堂代禱事項：
1、 為 解 封 準 備 禱 告 ， 為 座 位 區 調 整 、 同 工 安
排、聚會防疫配套措施有效落實、實體與線
上聚會設備調整等禱告。
2、 為痠痛保健服務同工培訓禱告，本週六培訓
課程及老師，也求主預備、呼召同工。
3、 親職課程線上班還有二次，為老師與同工的
服事，學員能完成課程，關係建立等禱告；
社青情緒團體8/11將恢復實體聚會，為每一
位參與社青祝福，能得著益處與更新。

～報告事項～

1、 奉獻 實體聚會暫停，可用轉帳或匯款，帳號如
下：彰化銀行東門分行，5109-01-0013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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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日崇拜 仍採取線上直播方式，實體聚會仍暫
停，等8/9中央進一步宣佈，但崇拜服事相關
同工，請協助參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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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B1/會議室

人數
51人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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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花
聖餐

2021 . 8. 1( 日 )
2021 . 8. 8 ( 日 )
陳貞蓉 教師
邱皇銘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陳貞蓉 教師
敬拜二團
敬拜一團
楊惇皓 教師
俞繼斌 牧師
朱德弘 執事
黃俊元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邱皇銘 執事
曾頎峰 弟兄
鄭惠蓁 姐妹
林尚水 長老
楊蓉青 姐妹
陳麗書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7/25 十一
主日
宣教
7/27 十一
7/28 十一
鮮花
7/29 十一
7/30 十一
慈惠

3筆
1筆
1筆
2筆
1筆
1筆
1筆
1筆
2筆

2021. 7. 25 (日)
16,000元 支出
19,420元
5,000元
代轉:
4,000元
10,500元
15,000元
1,000元
9,000元
8,500元
5,500元

玖 慈恩堂
主日(含線上)
連線小組

2021. 7.25(日)
30人 收入 1,600元+匯款2,150元
5,124元
26人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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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主日（綠）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陳貞蓉教師
二、敬拜………………………敬拜二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陳貞蓉教師
經文：啟示錄十七章

四、證道……………………楊惇皓教師
你站對邊了嗎？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陳貞蓉教師
七、報告……………………陳貞蓉教師
八、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神哪 我要讚美你】-天屬你 地也屬你 神哪 我要讚美你
世界屬你 是你建立 神哪 我要讚美你
南北屬你 是你所定 神哪 我要讚美你
公義屬你 慈愛屬你 神哪 我要讚美你
哈利路亞 x 7

--【和散那】-和散那 和散那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和散那 和散那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我們齊聲讚美 你至聖尊名
權柄尊榮歸主我神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榮耀 榮耀 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榮耀 榮耀 願榮耀歸萬王之王
我們齊聲讚美 你至聖尊名
權柄尊榮歸主我神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

--【在耶穌的腳前】-在耶穌的腳前 謙卑屈膝敬拜 膽仰主的榮面
在耶穌的腳前 安靜留心聆聽 等侯主的旨意
在耶穌的腳前 放下一切掛慮 完全相信 完全交託
在耶穌的腳前 獻上一切所有 毫無保留 我敬拜你

--【感謝我的救主】-感謝我的救主 謝謝你救贖我
救我脫離那灰暗日子
哈利路亞阿們 哈利路亞阿們
愛我的救主我要永遠跟隨你
若不是你的愛臨到我裡面
我深知我還活在罪惡中
因著你的愛改變我的心
我重新得著生命力量

叁 本週話語教材
願落在神的手裏                      ⊙鄭信弘教師
經文：撒下廿四
愛德華滋是美國偉大的清教徒神學佈道家，是
十八世紀美洲屬靈大復興的關鍵人物，曾講了一篇道
《落在忿怒之神手中的罪人》，描述罪人如同走在滑
地，可能前一秒站得好好的，但下一秒就忽然跌倒，
所以不能預先料想下一步是跌倒或站立，認為即便是
義人，也會有突然沉淪的危險，成為罪人。如同《詩
篇》73篇︰「祢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使他們掉在沉
淪之中。他們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
佈道內容提到罪惡使人如鉛向地獄下垂；神一旦
放手，就立刻下沉，墜入無底深淵；人所依靠的健
康、智慧、自己的義，都不能阻止人落入地獄。我想
愛德華滋並不是以恐嚇他人為樂，而是深愛他的會
友，他並非要會眾心生罪惡感，而是提醒他們若不悔
改，將面臨可怕的危險。
即便神的審判如此可怕，大衛仍告訴我們，他情
願落在耶和華的手裏，而不願落在人的手中，是什麼
原因讓大衛對神有如此的認識?我想這是值得透過神
的話，來讓我們了解的。
一、大衛的罪(1~9)
第一節提到耶和華又向以色列人發怒，神促使大
衛來對付他們，讓大衛數算以色列和猶大的人口。這
段經文令人困惑，因經文並没有說神對以色列人生氣
的原因?另外神為什麼要繞一圈，不直接處罰以色列
人，而要激動大衛，叫大衛去做一件錯的事，做完後
又要懲罰他。
《歷代志上》21章:「撒但起來攻擊以色列人，
激動大衛數點他們。」提到大衛受撒旦的攻擊，這經
文好像要幫神解套。那麼數點百姓的責任是誰？撒旦
或神?我想這二個記載都出於神的默示，只是從不同
的角度來看，即這件事仍在神的掌管中，如同約伯記
撒旦對約伯的攻擊，是出於神的同意，若非出於神，
事情絶不會發生的，所以神絶非罪魁禍首，因神是至
善，配得讚美的。
同時大衛仍要為其惡行負責，在第二節看到大衛
的動機是想知道以色列國的人口，且自己承認有錯，
求主赦免(8)，可見數點百姓和得罪神有關係。但數點
百姓真的得罪神嗎?神曾因要得地為業，就吩咐摩西
在進迦南時要數點人數，這表示數點並没有錯，但大
衛並非出於神的吩咐，而是自己的驕傲。雖然經文没
有說明，但可推論，大衛真的很在乎人數多寡。
如今我們也會關注人數的多寡，目前社群媒體盛
行，許多網路紅人，常利用網路分享影片，希望被關
注，也可增加得收入;某程度教會也會在乎，不論受洗
或聚會人數，這些可能顯示教會興旺與否？不能說清
點人數是錯的，但心情的確受人數多寡影響。一個人
在乎人數並不表示驕傲，但人數的多寡，確實會影響
人。接著大衛指示約押人口普查，約押雖然不是什麼
正直人物，但至少他知道大衛做這件事不對，只是約
押並没有因不喜歡這個命令而違背大衛，其結果就是

賠上七萬條人命。因此約押雖奉命行事，但仍必須承
擔部份責任。
職場上是否也會遭此窘境?聖經教導我們要順服
掌權者，但若其命令違背神的教導，好比做假帳或說
謊，我們是否應表達不妥，如同約押一樣?若上位者
執意不聽，我想最好就是掛冠求去，以免到時東窗事
發而難辭其咎。約押若有道德勇氣，能辭去職位，那
麼就不會與罪惡有分，但很可惜，他並没有。
另外我們並不知道神責罰以色列人的原因?聖經
並没有解釋，但我們想問，神難道非得向我們解釋
祂做事的理由?若没解釋，我們是否就懷疑神的公
義?相信祂必不誤事，值得我們信靠?這對每一位基
督徒是嚴肅的挑戰。「隱祕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
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
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申29:29)，希
望我們不要以人有限的理性來認識創造萬有的主宰!
二、神的憐憫(10~17)
對於得罪神的事，祂會藉著良心警告我們，雖
聖經没提，大衛為什麼數點完才驚覺得罪神，但不
可否認，這次大衛在認罪悔改的功課，是有進步
的。記得大衛和拔示巴行淫亂後，表面上可能每天
朝拜神，但實際上內心處在罪惡之中而不自覺，直
到先知拿單告訴他，才驚覺自己犯罪。
如今，大衛對自己的罪很敏銳，數點百姓後，
就知道自己得罪神了，所以當大衛認罪悔改時，知
道自己所行的甚是愚昧，在13節看到神要迦得告訴
大衛揣摩思想，有個三災禍，這三個災要選擇那一
個?我想這對大衛而是很不容易的抉擇，我想神除了
要大衛仔細思考要選那個災禍之外，另外也要大衛
面壁思過，如同兒時做錯事，要面壁思過，思想犯
罪帶來的後果是多麼嚴重可怕!無論是飢荒、戰爭、
瘟疫，一定都會使以色列國的人數減少，神似乎告
訴大衛，如此在意人數多寡，那麼我就在你最在意
的地方管教你。回顧大衛的生平，從牧羊少年人開
始，他的得勝從來就不是靠人多，大衛與哥利亞爭
戰，當時以色列有千軍萬馬，無法對付他，但小牧
童大衛加上耶和華，就戰敗巨人，從那時候開始，
大衛的得勝，從不是依靠人數多寡，重要的是神的
同在，因為神可以用極少的人，成就極大的事。只
是現在，大衛卻在乎人數多寡!
接著大衛怎麼選呢?他選的時候，有一個原則，
他說:「我甚為難！我願落在耶和華的手裏，因為他
有豐盛的憐憫。我不願落在人的手裏。」大衛很清
楚他不要交在人的手裏，寧願讓神幫他選擇，為什
麼?因為神有豐盛的憐憫。大衛這個部份，很值得我
們學習，他的選擇，是根據他對神的認識和信靠，
即便面對審判，都包含著神的憐憫與慈愛，我不知
道各位弟兄姊妹對神的認識，是否也是如此，
16節提到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滅城時，神改變
主意，就不降這災了，神吩咐天使說:夠了，住手
吧!這裏看到神的憐憫，消弭了祂對人的審判。不可
否論，雖然大衛驕傲，但有一點很寶貴，就是他情
願落在耶和華手裏，因為他知道神有憐憫。

如同神曾應許摩西，說：「我是耶和華，是上
主；我是滿有慈悲憐憫的神。我不輕易發怒，有豐富
的慈愛和信實。我堅守應許，直到千萬代，並赦免罪
惡過犯；但是我一定懲罰犯罪的人的子孫，直到三、
四代。」（出埃及記卅四章6～7節）。神的憐憫，是
人在軟弱時最寶貴的依靠，神並没有漠視我們的過
犯，而是珍惜我們與祂的關係，所以祂的管教和懲
罰，是修復關係的必要手段，審判不是神的目的，而
是希望我們可以回頭，要挽回我們，這都是出於祂的
憐憫。
三、神的救贖(18~25)
瘟疫何時消失?25節提到大衛為耶和華築了一座
壇，獻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華垂聽國民所求的，
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這裏我們看到瘟疫的中
止是在大衛願為神築壇獻祭，且垂聽他們的禱告時，
神就令瘟疫中止。神的憤怒因著神的憐憫可以止息，
但並不代表，這罪已經免除，還有一個件事，就是築
壇獻祭，即須獻祭，才能夠解決罪的問題。我們也可
回過頭想，為什麼要獻祭?因為有罪，罪帶來了神的
審判，因此獻祭流血，罪才得贖，獻祭的結果就是人
與神和好，神願意聽人的禱告，神的忿怒消失了，
另外當獻祭時要付什麼代價呢?當亞勞拿知道大
衛要向他買禾場，他馬上說我一切的東西，有牛、
柴、地等都可以奉獻出去，但大衛有要嗎?並没有，
而是付錢買，大衛知道獻祭必須付代價，且獻祭要在
神要求的地方，就是亞勞拿的禾場，即所羅門建殿的
地方。如果把這幾個重點放在一起，讓我們看到各各
他的圖畫，是十字架的圖畫，是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
地方，這段經文啓示我們，當世人犯了罪，帶下神的
忿怒，必需要獻流血的祭，而只有没有罪的耶穌，可
以替我們贖罪，這是神付出極大的代價，神的憐憫，
為愛我們，祂犠牲祂的獨生愛子。神藉著撒母耳記最
後結局，藉大衛的失敗，向我們啓示，神為人類預備
的救贖之恩。
撒母耳記所刻劃的大衛，他的人生上半場，是敬
虔愛神的將領，下半場則是軟弱犯罪的君王，他所犯
的罪都曾使以色列陷入極大的政治混亂和危機當中，
即便如此，仍無損被稱合神心意的人，因只要犯罪，
他總願認罪悔過，承擔後果，以致能再次被神使用。
聖經所指向的那位群羊的大牧人，負責牧養我們靈魂
的，就是我們的主耶穌，他願意成為祭物，救贖我們
的罪，使我們能再次被天父所接納，盼望我們能明白
這寶貴的救贖之恩，同時也能學習大衛，對神有更深
的認識，即便不幸失落跌倒，仍願意築壇獻祭，向神
禱告，相信神的憐憫能止息神的審判，只要我們願回
轉歸向他。

題目思考:
1.上帝為何要指示大衛數點百姓，藉此責備以色列人?
你如何看待上帝的作為?
2.面對神的審判，你覺得為何大衛情願落在神的手中?
他為何如此想?
3.以色列人得罪神時，會如何處理?現今得罪神時，如
何才能除去世人的罪?請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