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  信  息 

講員：楊志明牧師 
信息：誰是合神⼼意的神國治理⼈才(下) 
經⽂：撒⺟⽿記上⼗三章 13-14 
 
ㄧ、前⾔：研讀撒⺟⽿記不能僅對書中⼈物故事情節感興趣，應在意的是神啟⽰這些真實事件的真正⼼ 

意，即神計劃未來在祂國度降臨時，有誰可以成為祂國度中合祂⼼意的君⺩。 
⼆、「合神⼼意」的⼈是怎樣的⼈？ 
（⼀）「合神⼼意」之原意〜跟從神⼼意⽽活，遵照神的話⽽⾏之⼈。等同“捨⼰”跟從主。 
（⼆）「神的⼼意」是神的性情。「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和摩西⼀同站在那裡，宣告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 
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及⼦，直到三、四代。」（出三⼗四 5-7）以及根據祂的性情訂 
出的國度法則（申⼗七） 

（三）⼤衛是合神⼼意之典範（好⺩之標準）。 
 
三、⼤衛為何能蒙神稱之為「合神⼼意」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與神有親密的關係，以⾄於他認識神，懂得神的⼼，體貼神的⼼，因⽽⼒求凡事尋 
求神的⼼意，遵⾏神的話。 

（⼀）從他所寫的詩歌可以得知〜⼀百五⼗篇詩歌中，有半數以上出⾃⼤衛之⼿，詩歌中充滿了對神的敬
拜、感謝、讚美、求告、悔罪及預⾔啟⽰。如詩篇⼆⼗三及「（⼤衛的詩，交與伶長。）耶和華啊，你已經鑒
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切所
⾏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在我身上。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
能測的，⾄⾼，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
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裡，你的⼿必引導我；你的右⼿也必扶持我。」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沒有，引導我⾛永⽣的道路。」
(詩篇⼀三九 1-10、23-24)「（⼤衛的詩。）耶和華─我的磐⽯是應當稱頌的！他教導我的⼿爭戰，教導我的指頭打仗。他
是我慈愛的主，我的⼭寨，我的⾼臺，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百姓服在我以下。耶和華啊，⼈
算什麼，你竟認識他！世⼈算什麼，你竟顧念他！」（詩篇⼀四四 1-3） 

（⼆）從他求問式的禱告，懂得尋求神的⼼意得知。 
「有⼈告訴⼤衛說：非利⼠⼈攻擊基伊拉，搶奪⽲場。所以⼤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可以不可以？耶和
華對⼤衛說：你可以去攻打非利⼠⼈，拯救基伊拉。跟隨⼤衛的⼈對他說：我們在猶⼤地這裡尚且懼怕，何況往基伊拉
去攻打非利⼠⼈的軍旅呢？⼤衛又求問耶和華。耶和華回答說：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將非利⼠⼈交在你⼿裡。⼤衛
和跟隨他的⼈往基伊拉去，與非利⼠⼈打仗，⼤⼤殺敗他們，又奪獲他們的牲畜。這樣，⼤衛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亞希
米勒的兒⼦亞比亞他逃到基伊拉見⼤衛的時候，⼿裡拿著以弗得。有⼈告訴掃羅說：⼤衛到了基伊拉。掃羅說：他進了
有門有閂的城，困閉在裡頭；這是神將他交在我⼿裡了。於是掃羅招聚眾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圍困⼤衛和跟隨他
的⼈。⼤衛知道掃羅設計謀害他，就對祭司亞比亞他說：將以弗得拿過來。⼤衛禱告說：耶和華─以⾊列的神啊，你僕
⼈聽真了掃羅要往基伊拉來，為我的緣故滅城。基伊拉⼈將我交在掃羅⼿裡不交？掃羅照著你僕⼈所聽的話下來不下來？
耶和華─以⾊列的神啊，求你指示僕⼈！耶和華說：掃羅必下來。⼤衛又說：基伊拉⼈將我和跟隨我的⼈交在掃羅⼿裡
不交？耶和華說：必交出來。⼤衛和跟隨他的約有六百⼈，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們所能往的地⽅去。有⼈告訴掃羅，
⼤衛離開基伊拉逃⾛；於是掃羅不出來了。」「第三日，⼤衛和跟隨他的⼈到了洗⾰拉。亞瑪⼒⼈已經侵奪南地，攻破洗
⾰拉，用⽕焚燒，擄了城內的婦⼥和其中的⼤小⼈⼝，卻沒有殺⼀個，都帶著⾛了。⼤衛和跟隨他的⼈到了那城，不料，
城已燒毀，他們的妻⼦兒⼥都被擄去了。⼤衛和跟隨他的⼈就放聲⼤哭，直哭得沒有氣⼒。⼤衛的兩個妻─耶斯列⼈亞
希暖和作過拿⼋妻的迦密⼈亞比該，也被擄去了。⼤衛甚是焦急，因眾⼈為自⼰的兒⼥苦惱，說：要用⽯頭打死他。⼤
衛卻倚靠耶和華─他的神，⼼裡堅固。⼤衛對亞希米勒的兒⼦祭司亞比亞他說：請你將以弗得拿過來。亞比亞他就將以
弗得拿到⼤衛面前。⼤衛求問耶和華說：我追趕敵軍，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華說：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來。」
（撒上⼆⼗三 1-13、三⼗ 1-8） 

 

四、總結：「虛⼼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五 3） 
「合神⼼意」不代表「⼗全⼗美」，但⼤衛的出⽣卑微及雖有其個⼈軟弱，甚⾄曾數次犯了⼤罪，但 
仍蒙神看為「合祂⼼意」之⼈，我們只要肯以他為榜樣，作個「虛⼼」的⼈，在神國降臨時必⼤有盼 
望。因神要這樣的⼈與祂同⺩同榮。 



� 綜 合 消 息 � 

2.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早 
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 今⽇聖餐主⽇，服事同⼯為⺩璉勝、葉慧芳、陸依箖， 
吳佩蓉，請預備⼼。 

3.「祝福有夠神」⺫前已有九個⼩組為 best 完成報名， 
尚未登記的⼩組請加快腳步哦！⾄ 9/11 截⽌。共三 
個時段（上午 10-12 點、下午 3-5 點、晚上 7-9 點）。 

4.「⽣命衝擊營」已於 8/31 結⽌報名，但仍有弟兄姐妹 
陸續報名中，因此持續開放，⾄額滿結⽌，⿎勵邀請 
Best 參加。 

5.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供福⾧ 
及同⼯名單，也請預備隊呼囉！ 

6. 溫馨提醒：親⼦室僅提供三歲以下的幼兒由⽗⺟陪 
同，聆聽主⽇崇拜，超過此年齡的兒童，請⾄兒主教 
室上課，謝謝配合。 

7. 疫情好幫⼿〜「防疫噴霧槍」每組優惠 140 元，餘數
不多，歡迎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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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告：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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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會：林⽂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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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楊志明牧師 楊志明牧師 吳主恩傳道 

敬拜 陳秋真 林⽂揚 藍巧雲 

司會 林⽂華 ⻯賓寧 顏志穎 

獻詩 ⼩詩班 奇⼠之聲 重唱 
接待 喜樂多加 橄欖樹⼀ 豐盛三 

⾳控 顏志穎 林⽊茂 葉世保 

投影 周昀 藍巧玶 ⿈彩桂 

 
 

 

 

  

 

 

 

 

 

 

 

 

 

 

 

 

 

 

 

 

  

10-12 ⽉教會重要事⼯ 

內      容 

10/14-10/16 ⽣命衝擊營 

第⼋期幸福⼩組： 

§ 10/23誓師⼤會（預備隊呼） 
§ 10/24-12/10幸福⼩組七週 
§ 12/17聖靈更新營 
§ 12/23洗禮說明會 
§ 12/25洗禮（聖誕節） 

10/29-10/31 教會衝擊營 

11/13 名⼈講座：周丹薇 

12/4 ⼩組同⼯召聚 

12/31 
跨年禱告會 
新家⼈座談會 

 

< 綜 合 消 息 > 

1.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 
在主⽇的早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 
屬天的祝福 ！ 

2. 今天為聖餐主⽇，服事同⼯為⺩璉勝、 
林⽂華、宋強、張芸嘉。 

3.「⽣命衝擊營」報名已截⽌，請參加的學 
員除了預備⾏囊，也請預備⼼哦，求主 
透過這場活動讓我們重新得⼒，收穫滿 
滿。 

4. 「誓師⼤會」將於 10/23(⽇)隆重登場， 
各⼩組已陸續為這場盛會熱⾝中。請告 
組儘早提供隊呼、⾳樂等資料，利於⾏ 
政與單槍同⼯會前測試預備。 

5. 請持續為疫情禱告，祈求神看顧我們平安 
地⾯對疫情的變化，以剛強的信⼼來渡 
過後疫情時代的影響。 



 

澄清湖踏⻘＆泡茶關懷活動 

橄欖樹⼩組區⾧／易霄虹弟兄  
       
感謝神!雖然新冠病毒的疫情始終困擾著我們，⼩組弟兄聚會的⽅式都已經採

線上視訊，當然⾒⾯寒暄機會就幾乎不存在了。 
這次在活動組組⾧中豪及賓寧、⽊茂、⽂華三位組⾧的盛情邀約下，在 9/24

早上 08:30 在澄清湖踏⻘＆泡茶活動拉開序幕。橄欖樹的弟兄除了因故不能參與
外，幾乎都參加了這次活動，我們亦由家瑋兄邀請了由⾹港移居台灣的陳牧師及師
⺟，並邀請了慕道友陳和南、吳俊賢、陳展志及紀元弟兄參加了這次的踏⻘＆泡茶
活動。 

我們這次活動劃分為踏⻘＆泡茶組，先頭部隊泡茶組由瑞⽅及霄虹先期抵達澄
清湖兒童樂園上⽅的⽯亭處佔地為⺩，雖然已有更早的⽼先⽣、⽼太太們盤據，但
是站久了就是我們的泡茶區了；接著負責茶點、⽔果、飲⽤⽔的振瀚、阿保皆分別
抵達將物品擺上。另外，踏⻘組在中豪的引領下，⼤批⼈⾺⼀路上說說聊聊，⾛去
⼜⾛來，⾒識了澄清湖的幅源遼闊及美麗景緻，期間我們也⾒到很多⼈扶⽼攜幼來
此處健⾛遊玩，在⼤家疑惑著何處可歇腳時?終於⾒到我們的泡茶達⼈瑞⽅已經恭
候多時，⽊桌上已經備妥了⽼茶及普洱茶；⽯桌及⽯椅亦準備了多樣的茶點及⽔果，
⼤家在踏⻘過後喝上⼀杯好茶及吃上⼀些零嘴，⼼中必然充滿感謝神創造萬物美好
的幸福之感。 

在泡茶區的休憩時機，⼤家有了更多的交通時間，感謝主賜予今天這陽光普照
的好天氣，也感謝很多弟兄的夫⼈能夠挺⾝配搭，讓⼤家很享受這次的踏⻘＆泡茶
活動。期盼福⾳種⼦能夠持續慢慢地紮根，讓彼此間的關係能夠更進⼀階。阿們!! 
 

 
 


